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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9时正

地点	 ：中华总商会大厦成枫堂

出席者	：（恕不称呼）

Hasrat Raya Sdn. Bhd.（张耀凤）、增光小型	

工商业联合会（伍国肇）、马来西亚连锁	

协会（廖俊亮）、焦点控股（廖俊亮）、祥

炽企业有限公司（张国林）、鑫资金投资有

限公司（张国林）、雪邦黄金海岸（张国

林）、隆雪汽车暨银业公会（林吉庆）、马

来西亚米粮批发商公会（吴子联）、吴子

联、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李强）、新联

达五金有限公司（李强）、Makin Juta Sdn. 
Bhd.（李强）、勇达有限公司（黄福）、郑

瑞满、华丰行有限公司（黄汉良）、黄汉

良、叶顺捷、振南隆有限公司（叶顺捷）、

广源机械五金	 (1976)	 有限公司（宋永康）、	

源生企业有限公司（宋永康）、兆棠有限公

司（宋永康）、瑞泰企业有限公司（黄位

寅）、瑞泰帆布工业有限公司（黄位寅）、

大马集团有限公司（颜文钦）、友立精塑有

限公司（颜文钦）、中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颜文钦）、Top-Mech Cranes and Hoists (M) 
Sdn. Bhd.（戴良业）、征阳控股有限公司	

（戴良业）、征阳集团（戴良业）、成达环

保有限公司（邬亚强）、安裕资源有限公司

（林建南）、雪隆机器厂商会（欧家强）、	

元利集团企业有限公司（何书逸）、德隆机

械贸易有限公司（傅麒珲）、博纳印务有限

公司（陈建成）、Top-Mech Malaysia Sdn. 
Bhd.（丘光荣）、Celebrity Heights Sdn. Bhd.
（丘光荣）、Top-Mech Holdings Sdn. Bhd.
（丘光荣）、Top-Mech Builders Sdn. Bhd.
（黄丽凌）、Equatorial Palms Sdn. Bhd. 
（黄丽凌）、Sunsuria Capital Sdn. Bhd.（黄

丽凌）、Melia Capital Sdn. Bhd.（李淑娟）、	

Sunsuria City (KL) Sdn. Bhd.（李淑娟）、	

Nexta Corporation Sdn. Bhd.（李淑娟）、	

Dazmaplus Sdn. Bhd.（江韦葶）、Sunsuria 
Hillpark Sdn. Bhd.（江韦葶）、Sports Planet 
(Kota Damansara) Sdn. Bhd.（江韦葶）、通运

旅游有限公司（戴振标）、Sunsuria Properties 
Sdn. Bhd.（吴彩娟）、Mega Milestone Sdn. 
Bhd.（吴彩娟）、Planetis Resources Sdn. Bhd.
（吴彩娟）、Nexus Fairway Sdn. Bhd.（邱美

聪）、Syabas Ikhlas Sdn. Bhd.（邱美聪）、	

Genesis Pavilion Sdn. Bhd.（邱美聪）、Jade 
Worldwide Sdn. Bhd.（覃俊义）、Majesty 
Applied Sdn. Bhd.（覃俊义）、万成源有限

公司（蔡少杰）、马来西亚动物保健商总	

会（林泰顺）、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林泰	

顺）、亚洲投资（马）有限公司（林泰	

顺）、林泰顺、吉隆坡雪森彭金钻珠宝商公

会（吴逸平）、多美金钻珠宝机构有限公司

（吴逸平）、多美集团（吴逸平）、吴逸

平、全利有限公司（谢松坤）、雪兰莪暨

吉隆坡机械五金商公会（曾茂旺）、Corida 
Sdn. Bhd.（曾茂旺）、Megasteel Sdn. Bhd. 
（陈秋霞）、Parkson Corporation Sdn. Bhd.
（陈秋霞）、苌菁集团有限公司（刘凯

贤）、萧健皓、淳泰精准有限公司（甄㯖

淳）、金碧酒店（林勇忠）、Gold Prestige 
Development Sdn. Bhd.（林金隆）、雪兰莪州

直落昂厂商公会（王顺诚）、Amigatech Sdn. 
Bhd.（王顺诚）、Wirasawah Sdn. Bhd.（宋兆

雄）、宋兆雄、蔡妙芳、Sunsuria Forum Sdn.  
Bhd.（李瑞卿）、Evergreen Oil Sdn. Bhd. 
（李瑞卿）、Rising Prospect Sdn. Bhd.（李

瑞卿）、金狮钢铁制造私人有限公司（刘

志强）、Lion Trading & Marketing Sdn. Bhd.	
（刘志强）、Diversified Gateway Berhad 
（刘志强）、义利贸易有限公司（林敬	

蛟）、陈怀安、Metwork Industry Sdn. Bhd. 
（邓富文）、万达城商行有限公司（陈镇

明）、Lintasan Remaja (M) Sdn. Bhd.（陈镇

明）、仁达私人有限公司（陈镇明）、Top-
Mech Provincial Sdn. Bhd.（谢美珍）、Victoria 
Consolidate Sdn. Bhd.（谢美珍）、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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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水产商公会（赖铁祥）、宝利机构（张兴

庆）、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张兴

庆）、OSIM (M) Sdn. Bhd.（张兴庆）、熊

远宾、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陈凯希）、陈凯

希、Novamas Enterprise Sdn. Bhd.（傅桂洋）、	

Bright Steel Sdn. Bhd.	 （傅桂洋）、Secomex 
Manufacturing (M) Sdn. Bhd.（傅桂洋）、马

来西亚五金批发商公会（张淑梅）、Global 
Ventures Corporation Sdn. Bhd.（张裕民）、

张裕民、四海栈联营有限公司（蔡文洲）、

蔡文洲肯律师楼（蔡文洲）、蔡文洲、凯联

丝印颜料（马）有限公司（黄明忠）、CMY
资本有限公司（蔡世文）、Kimman Hardware 
Sdn. Bhd.（傅承崇）、Ahroy Thai Cuisine 
（陈珮蓁）、TCTL Engineering Sdn. Bhd.（蔡

宗甫）、Bionurture Sdn. Bhd.（杨忠顺）、特

优新鲜农产品供应商（胡文志）、商盛资源

有限公司（钟秉宏）、陈双波制造（马）有

限公司（陈生财）

列席者	 ：	光联有限公司（林号杰）、	

Linde Material Handling (M) Sdn. 
Bhd.（Yap Yew Man）、合众美

术印刷有限公司（纪丽子）、刘

健发（BDO）、专才资源协会	

（苏长发）、周文瑞、陈敬隆、

陈祖顺

秘书处	 ：	何素芳、陈淑苗、王丹桂、吕蕙

华、周家承、张僖珉、曾善美、

陈思薇、骆佳顺、许国仕、郭嘉

明、赵雪芬、沈泽芊

大会主席	：	戴良业

记录	 ：	何素芳、陈淑苗

1.	 会长致词

今天，隆雪中总召开一年一度的会员大

会，意味着一年光景又过，隆雪中总今年迈

入113周年，百年老字号盛名华社，状态堪称

老当益壮。百余年的岁月，隆雪中总一直以

服务会员，并积极推动我国工商经济发展为

要务，我们将保持创会的初衷，稳守领导岗

位，继续发挥隆雪中总的影响力。

在本届董事会于2015年成立之初，大家

就集思广益定下隆雪中总前进方向，并拟定

任期3年的工作计划。依据累积的经验，结合

时势需求，我们设下了3个主要的努力目标，

即

(i) 现代化商会组织，加强品牌及对外关

系、

(ii)	 提升会员服务项目，增强组织效率、

(iii)	 以及制度化财务管理，进行长期资金规

划。

本届董事会的任期已过了两年，我们朝

着目标前进，过去的一年，非常感谢各位董

事的全力配合和协助，促使各项会务和计划

顺利进行。未来的一年，希望大家能继续秉

持群策群力的团队精神，相互配合，以便迅

速有效的在这届董事会任期内达标。

隆雪中总创会至今，历经不少风雨和

挑战，除了先贤们的用心付出和贡献，会员

们的信任和支持，也是隆雪中总不断向前迈

进的动力。本会如今拥有超过2300名直接会

员，3万名间接会员，我们将继续广招会员，

壮大本会的组织阵容，引进各行各业的专才

和翘楚，丰富各领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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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中总的百年经验，奠定了扎实的根

基，但创新改变却是在时代变迁中站稳脚步

的要素。因此，隆雪中总以“领航创新”定

位，树立新的形象，力求与时并进，以期引

领企业开创新局，打造利商环境。随着电子

时代的来临，中总提倡“一体化”，全国17
个属会，超过10万名的会员商家资料将被系

统电子化，建立完整的资料库，提升了即时

性和准确度，届时，会员的联系更为便利，

相信会有一番新的景象。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

的国家，互相尊重和体谅，能增进国民团结

及民族和谐，促使国家稳健发展。就在今年

初，本会与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中总）联办了一场旨在促进民

族间凝聚力的活动	 —“团结时光”。顾名思

义，“团结时光”现场特别安排了许多适合

各民族且不分年龄出席者参与的节目。“团

结时光”受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热烈响

应，现场超过4千人共襄盛事，充分展现了各

民族融洽的气氛。

所谓“团结时光”，不只是当下的瞬

间，我们希望把它塑造成一种持续传承的文

化，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价值观。之

前，国民团结及和谐局提倡实行国民团结实

习计划，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到华人企业或土

著公司进行实习，除了协助提升学生在私人

领域的工作能力、技能和自信外，更是藉此

机会加强各族学生、员工与私人界对于不同

文化和不同职业生涯的团结和谅解	 ，改善、

强化及维护各族之间的团结。我希望在座的

每一位会员，也可以加入此行列，以行动支

持并实现国民团结。

最近几年，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本

会都积极主动促成各种合作模式，尽力为会

员商家寻求国内外企业间的合作并协助开拓

更多的商机。吉隆坡作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中

心，商业活动蓬勃，许多工商业的新发展都

选择在此立足。今年5月，我们与隆市马来

商会及隆雪印度商会进行会谈也达到共识，

日后3会将会更密切地合作，定期进行3个
商会之间的交流，致力推动雪隆一带的商业

发展，我相信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集中资

源，继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当然，在注重国内发展之际，我们依

然放眼海外市场，继续走向国际。尤其，中

国倡议“一带一路”，提出跨国经济合作

概念，与这经济带上的国家携手合作，共创

互惠互利的国际新格局。马来西亚和中国建

交多年，两国一向维持友好关系，在多方

面都有合作交流，在经济贸易方面，双方更

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据中国在马领事馆的统

计，2016年在马来西亚所签发的签证数量冠

全球，其中超过十分之一是商务签证类别，

这表示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经贸往来非常频

繁。

继与中国浙江省贸促会签署友好协议，

建立合作关系，本会于去年和今年也分别和

中国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及中国

陕西省贸促会签下合作备忘录。我们再次开

启了和中国两个省市的直接合作之门，旨在

携手合作，发掘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未来我

们期待双方在经贸、科技和文化上有进一步

的交流，结合双方优势，创造共赢局面。

在这前提之下，本会将继续为会员们争取

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让本地企业迈向国

际。

隆雪中总即将欢庆113周年，在此我要

感谢所有的会员商家，一直以来给予本会的

支持与鼓励。在未来的日子里，本会将继续

为会员们争取最大的权益，提供更完善的服

务项目，让我们一起为社会服务，为华商效

劳，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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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准前期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25-6-2016）

2016年6月25日常年会员大会记录由张

裕民律师提议，曾茂旺附议下，获大会一致

通过接纳。

3.	 接纳会务报告及经审计师查核

之财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	

31日）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之会务报告及财

务报告由拿督林泰顺提议，拿督林建南附议

下，获大会一致通过接纳。

4.	 委任审计师

大会一致通过拿督陈镇明提议，拿督

吴逸平附议，继续聘请德豪国际会计师行

（BDO）担任本会审计师。

5.	 章程修改

本会第11次董事会（3-12-2016）成立章

程修改小组讨论及提呈修改章程建议。章程

修改小组主任蔡文洲律师简报本会第13次董

事会（24-4-2017）通过向常年会员大会提呈

修改章程的建议如下：

此次章程修改，大前提为与时并进、具

伸缩性且尽量配合并采纳与中总一致的组织

结构。重点如下：

(1)	 建议将会费年捐届满之杰出会员籍自动

转为永久会员籍，待日后再有捐献时可

再转回为杰出会员籍。	

	 								~ 第七条(1)、第八条

(2)	 建议简化有关开除会员籍之程序	 −	 修

改为由董事会在有必要时成立纪律委员

会，进行调查工作，并报告予董事会，

由董事会作最后决定。有关详细程序则

另有细则列明，而由章程抽出。

								~ 第九条(5)

(3)	 建议章程内不须列出各工作组	−	在选举

后的第一次董事会时设立工作组与列出

其工作范围。	 	 	 		

~ 第十一条(3) 至 (11)、第十三条

(4)	 建议常务董事会增加多1位副总秘书，

共2名副总秘书为：第一副总秘书及第

二副总秘书。	 	

~ 第十二条(e)、(f)、(g)、(h) 、
第廿六条(5)

(5)	 根 据 社 团 注 册 局 范 本 （ R O S  
Template），本会被要求增加之额外条

文，包括相关：

	 w	本会之财务年																						~ 第十三条

	 w	审计师																														~ 第十四条(1)

	 w	董事会批准开支之权限		~ 第廿五条(3)

(6)	 建议调整董事会、会长及总秘书批准开

支之权限从每次：超过马币一万元；马

币一万元；马币五千元；各别调整至每

次：超过马币五万元；马币五万元；马

币一万元；及财政保管零用金从马币二

千元调整至马币五千元。

~ 第廿六条(1)、第廿六条(4)
及第廿六条(6)

(7)	 文字修饰。

~ 第四条(1)、第四条(2)、第九条(2)、
第十四条(1)、第十八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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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章程修改建议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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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原文   建议修改  
         

第四条(1)  (b) 除了章程第七条的入会金及年捐金
额之差异，以及杰出附属会员或永

久附属会员或普通附属会员在会员

大会没有选举权与被选权外，所有

会员皆享有 / 需履行章程第九条注
明之同等权利与义务。 

  (b) 除了章程第七条的各类附属会员

入会金及年捐金额之差异，以及

杰出附属会员或永久附属会员或

普通附属会员在会员大会没有选

举权与被选权外，所有会员皆享

有 / 需履行章程第九条注明之同等
权利与义务。 

 

         
第四条(2)  (2) 凡下列在雪兰莪州或吉隆坡联邦直

辖区内注册或从事贸易、工业、农

业、矿业、专业服务或其他合法商

务活动，并愿遵守本会章程第四条

(1)(a)注明的其中一类会员： 

  (2) 凡下列在雪兰莪州或吉隆坡联邦

直辖区内注册或从事贸易、工 
业、农业、矿业、专业服务或其

他合法商务活动，并愿遵守本会

章程第四条(1)(a)注明的其中一类
会员： 

 

   …    …  
   尽管上述所定，倘若本会认为合 

宜，它仍有权接受不全具以上资格

之个人、注册商团、注册公司或商

号成为本会附属会员（以下简称 
 “附属会员” ）。 

   尽管上述相关条文之限制所定，

倘若本会认为合宜，它仍有绝对

之酌决权接受不全具以上资格之

个人、注册商团、注册公司或商

号成为本会附属会员（以下简称 
 “附属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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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原文   建议修改  
         

  第七条：入会金及年捐   第七条：入会金及年捐  

         
第七条(1)  (1) 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   (1) 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将

豁免缴交任何入会金，以下为 6 种
杰出会员之年捐： 

   所有类别的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

会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

员将豁免缴交任何入会金，以下

为 6 种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
之会费年捐： 

 

          
   (a) A：马币 二十万元    (a) A：马币 二十万元  
   (b) B：马币十万元    (b) B：马币十万元  
   (c) C：马币五万元    (c) C：马币五万元  
   (d) D：马币二万元    (d) D：马币二万元  
   (e) E：马币一万元    (e) E：马币一万元  
   (f) F：马币五千元    (f) F：马币五千元  
           
   董事会有权调整此年捐，惟任何调

整须先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 
   董事会有权调整此会费年捐，惟

任何调整须先获得社团注册官批

准。惟，会员籍有效期为一年，

除非有关杰出会员或杰出附属会

员在下一年再缴付相关会费，否

则其会员籍将被 / 自动转为永久
会员或永久附属会员，视何者为

适。再者，该永久会员或永久附

属会员若在日后任何时候再缴付

相关会费时，将可恢复为有关杰

出会员或杰出附属会员籍，视何

者为适。 

 

         
       
第八条  第八条：缴费期限   第八条：缴费期限  

         
  杰出会员、杰出附属会员、普通会员与

普通附属会员必须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缴清年捐。 

  杰出会员、杰出附属会员、普通会员与
普通附属会员必须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缴清年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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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义务与权利   第九条：义务与权利  
       

第九条(2)  权利   权利  
       
  除本章程第四条(1)(b)条文所限之外，所

有会员皆享有本章程所赋之一切权利，

包括有权出席会员大会，并在会员大会

上发言、表决、选举及被选之权利，惟

此表决、选举及被选权利须在有关会员

入会满一年后始生效。 

  除本章程第四条(1)(b)条文对附属会员所
限之外，所有会员皆享有本章程所赋之

一切权利，包括有权出席会员大会，并

在会员大会上发言、表决、选举及被选

之权利，惟此表决、选举及被选权利须

在有关会员入会满一年后始生效。 

 

       
第九条(5)  开除会员籍   开除会员籍  

         
  基于以下任何理由，董事会拥有绝对之

酌决权开除有关会员之会员籍 :- 
  (a) 会员之会员籍可基于以下任何理

由，董事会拥有绝对之酌决权开

除有关会员之会员籍情况被开除:-    

 

         
  (a) 当会员不遵守本会章程或任何根据

章程所制定的条规、条例、喻令或

指示，或不遵守任何会员大会或董

事会适时所通过之议决案；或 

  (a)  
(i) 

当该会员不遵守本会章程或任何

根据章程所制定的条规、条例、

喻令或指示，或不遵守任何会员

大会或董事会适时所通过之议决

案；或 

 

         
  (b) 当会员之行为使其不适宜成为会 

员，或对本会之福利、利益或声誉

造成损害或负面影响。 

  (b) 
(ii) 

当该会员之行为使其不适宜成为

会员，或对本会之福利、利益或

声誉造成损害或负面影响。 

 

         
  唯任何开除会员之决定须经由出席董事

会议的三分之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投票

表决，并得依据以下程序进行 :- 

  唯任何开除会员之决定须经由出席董事
会议的三分之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投票

表决，并得依据以下程序进行 :- 

 

         
   - 无 -   (b) 董事会将在有必要时委任包括主

任在内的三名董事担任纪律委员

会成员，以对有关会员所面对的

任何指责进行调查工作。 

 

         
  (i) 必须发出一份经过董事会核准的通

知书，陈明对该会员的指责，并要

求该会员在收到通知书后的十四天

内向董事会提呈一份书面解释； 

  (i) 必须发出一份经过董事会核准的

通知书，陈明对该会员的指责，

并要求该会员在收到通知书后的

十四天内向董事会提呈一份书面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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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 -   (c) 开除任何会员之前，本会必须发

出一份经过纪律委员会核准的通

知书，陈明对该会员的指责，并

要求该会员在收到通知书后的十

四天内向纪律委员会提呈一份书

面解释。 

 

         
  (ii) 倘若该会员在指定期限内不呈交书

面解释或董事会认为该解释不令人

满意，董事会有绝对之酌决权发函

要求该会员在特定之日期与时间（

必须给予不少过十四天通知）及地

点向董事会解释其不应遭受开除会

员籍的理由；及 

  (ii) 
(d) 

倘若该会员在指定期限内不呈交

书面解释或纪律委员会董事会认

为该解释不令人满意，纪律委员

会董事会有绝对之酌决权发函要

求该会员在特定之日期与时间（

必须给予不少过十四天通知）及

地点向纪律委员会董事会解释其

不应遭受开除会员籍的理由。；

及 

 

         
  (iii) 有关会员所给予之理由不能令董事

会满意或不在指定的时间及地点出

席有关会议。 

  (iii) 
(e) 

若有关会员所给予之理由不能令

董事会满意或不在指定的时间及

地点出席有关会议，纪律委员会

还是有权继续进行调查工作。纪

律委员会可在拥有足够理由下，

展延有关调查工作。 

 

         
   - 无 -   (f) 在总结调查工作后，纪律委员会

将提呈一份调查报告予董事会，

并向董事会建议其认为适当采取

之行动。惟，有关报告及建议对

董事会并无约束力。 

 

         
   - 无 -   (g) 董事会有绝对之酌决权开除有关

会员，惟须经由出席董事会议的

三分之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投票

表决。 

 

         
   - 无 -   (h) 有关董事会之决定为最终决定，

且将不接受任何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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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原文   建议修改  
         

  第十一条：董事会   第十一条：董事会  
         

第十一条
(3) 

 董事会可成立下列小组 :-   董事会可成立下列小组 :-  、重组或解散
它认为有必要设立的相关工作组以推动

会务（以下简称 “工作组” ）。董事会有
权随时决定及 / 或调整工作组名称及其
工作纲领。 
 

 

      
       
       
       

  (a) 总务组；   (a) 总务组；  
  (b) 财务策划组；   (b) 财务策划组；  
  (c) 工业组；   (c) 工业组；  
  (d) 商业组；   (d) 商业组；  
  (e) 法律组；   (e) 法律组；  
  (f) 福利组；   (f) 福利组；  
  (g) 文教组；   (g) 文教组；  
  (h)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h)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i) 财经研究组；   (i) 财经研究组；  
  (j) 农业及原产业组；   (j) 农业及原产业组；  
  (k) 资讯工艺组；   (k) 资讯工艺组；  
  (l) 青商团；及   (l) 青商团；及  
  (m) 建筑及地产组。   (m) 建筑及地产组。  
         

第十一条
(4) 

 正副总秘书出任总务组正副主任，而正
副财政则担任财务策划组正副主任的职

位。 

  正副总秘书出任总务组正副主任，而正
副财政则担任财务策划组正副主任的职

位。 

 

       
第十一条

(5) (4) 
 董事会须在董事选举后的十四天内从董
事中选出以下各小组一名主任： 

  董事会须在董事选举后的十四天内从董
事中选出董事会所成立以下各小工作组

的一名主任。： 

 

         
  (a) 工业组；   (a) 工业组；  
  (b) 商业组；   (b) 商业组；  
  (c) 法律组；   (c) 法律组；  
  (d) 福利组；   (d) 福利组；  
  (e) 文教组；   (e) 文教组；  
  (f)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f)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g) 财经研究组；   (g) 财经研究组；  
  (h) 农业及原产业组；   (h) 农业及原产业组；  
  (i) 资讯工艺组；   (i) 资讯工艺组；  
  (j) 青商团；及   (j) 青商团；及  
  (k) 建筑及地产组。   (k) 建筑及地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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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6) (5) 

 董事会可随时从本会会员中委任各小组
之副主任职位，惟他必须是一名马来西

亚华裔公民。 

  董事会可随时从本会会员中委任各小工
作组之副主任职位，惟他必须是一名马

来西亚华裔公民。 

 

       
第十一条

(7) (6) 
 董事会拥有绝对之酌决权暂停、更换、
递补或中止各小组之副主任职位。 

  董事会拥有绝对之酌决权暂停、更换、
递补或中止各小工作组之副主任职位。 

 

       
第十一条

(8) (7) 
 各小组之委任副主任可受邀出席，并在
董事会议发言。惟，有关委任副主任在

上述会议上没有表决权，除非他是一名

董事。 

  各小工作组之委任副主任可受邀出席，
并在董事会议发言。惟，有关委任副主

任在上述会议上没有表决权，除非他是

一名董事。 

 

       
第十一条

(9) 
 各小组的职责如下：   各小组的职责如下：  
        

  (a) 总务组   (a) 总务组  
         

   按本会章程策划与推动本会会务活

动，督促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按本会章程策划与推动本会会务活

动，督促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b) 财务策划组   (b) 财务策划组  
         

   拟定本会每年收支预算呈常务董事

会及董事会讨论与决定，策划与管

理本会财务以及一般财政事宜以推

动会务。 

   拟定本会每年收支预算呈常务董事

会及董事会讨论与决定，策划与管

理本会财务以及一般财政事宜以推

动会务。 

 

         
  (c) 工业组   (c) 工业组  
         

   处理有关工业事宜以推动会务。    处理有关工业事宜以推动会务。  
         
  (d) 商业组   (d) 商业组  
         

   处理有关商业事宜以推动会务。    处理有关商业事宜以推动会务。  
         
  (e) 法律组   (e) 法律组  
         

   处理有关工商业法律事宜以推动会

务。 
   处理有关工商业法律事宜以推动会

务。 
 

         
  (f) 福利组   (f) 福利组  
         

   处理有关福利事宜以推动会务。    处理有关福利事宜以推动会务。  
         
  (g) 文教组   (g) 文教组  
         

   处理有关文教事宜以推动会务。    处理有关文教事宜以推动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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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h)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处理有关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

展事宜以推动会务。 
   处理有关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

展事宜以推动会务。 
 

         
  (i) 财经研究组   (i) 财经研究组  
         

   针对国内外财经问题进行研究并将

有关研究的成果传达予会员。 
   针对国内外财经问题进行研究并将

有关研究的成果传达予会员。 
 

         
  (j) 农业及原产业组   (j) 农业及原产业组  
         

   处理有关农业及原产业事宜以推动

会务。 
   处理有关农业及原产业事宜以推动

会务。 
 

         
  (k) 资讯工艺组   (k) 资讯工艺组  
         

   处理有关资讯工艺事宜以推动会 
务。 

   处理有关资讯工艺事宜以推动会 
务。 

 

         
  (l) 青商团   (l) 青商团  
         

   负责鼓励年青商家积极参与本会活

动及协助董事会推展会务活动 。 
   负责鼓励年青商家积极参与本会活

动及协助董事会推展会务活动 。 
 

         
  (m) 建筑及地产组   (m) 建筑及地产组  
         

   处理有关建筑及地产业事宜以推动

会务。 
   处理有关建筑及地产业事宜以推动

会务。 
 

         
第十一条
(10) (8) 

 各小组主任每年至少须召开两次会议，
会前预早通知组员。小组组员必须亲自

出席会议，不得委派代表与会。各小组

会议法定人数为两人。 

  各小工作组主任每年至少须召开两次会
议，会前预早通知组员。小工作组组员

必须亲自出席会议，不得委派代表与 
会。各小工作组会议法定人数为两人。 

 

       
第十一条

(9) 
 - 无 -   各工作组须依照董事会的指示执行其职

责。 
 

       
第十一条

(11) 
 董事会可在必要时设立特别事务小组或
其他它认为有必要设立的小组。 

  董事会可在必要时设立特别事务小组或
其他它认为有必要设立的小组。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7年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2017年常年报告书12

条文  原文   建议修改  
       
  第十二条：常务董事会   第十二条：常务董事会  

         
第十二条(e)
、(f)、(f) (g)
、(g) (h) 

 董事会须在董事选举后的十四天内从董
事中选出下列组成常务董事会的成员： 

  董事会须在董事选举后的十四天内从董
事中选出下列组成常务董事会的成员： 

 

  (a) 会长一名；   (a) 会长一名；  
  (b) 署理会长一名；   (b) 署理会长一名；  
  (c) 副会长五名；   (c) 副会长五名；  
  (d) 总秘书一名；   (d) 总秘书一名；  
  (e) 副总秘书一名；   (e) 第一副总秘书一名；  
  (f) 财政一名；及   (f) 第二副总秘书一名；  
  (g) 副财政一名。   (f) (g) 财政一名；及  
      (g) (h) 副财政一名。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专案小组   第十三条：专案小组   财务年  

         
      本会之财务年是由每年之一月一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除非常年会员大会

作调整。 

 

        
第十三条

(1) 
 (1) 董事会在必要时，可设各专案小 

组，以协助会务之推展。惟，各专

案小组之主任必须是本会董事。董

事会可从本会会员中委任各专案小

组之副主任职位，惟他必须是一名

马来西亚华裔公民。 

  (1) 董事会在必要时，可设各专案小 
组，以协助会务之推展。惟，各专

案小组之主任必须是本会董事 。董
事会可从本会会员中委任各专案小

组之副主任职位 ，惟他必须是一名
马来西亚华裔公民。 

 

         
第十三条

(2) 
 (2) 董事会拥有绝对之酌决权暂停、更

换、递补或中止各专案小组之委任

副主任职位。 

  (2) 董事会拥有绝对之酌决权暂停 、更
换、递补或中止各专案小组之委任

副主任职位。 

 

         
第十三条

(3) 
 (3) 各专案小组之委任副主任可受邀出

席 ， 并在董事会议发言。惟，有
关委任副主任在上述会议上没有表

决权，除非他是一名董事。 

  (3) 各专案小组之委任副主任可受邀出
席 ，并在董事会议发言。惟，有关
委任副主任在上述会议上没有表决

权，除非他是一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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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常年大会事宜   第十四条：常年大会事宜  

       
第十四条

(1) 
 本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并须在
每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或经董事会通过

展延不超过六十天之内召开，以便处理

下列事宜： 

  本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并须在
每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或经董事会通过

展延不超过六十天之内召开，以便处理

下列事宜： 

 

       
  (a) 审查及接纳上一年的会务报告及经

会计师查核之财务报告（结至上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a) 审查及接纳上一年的会务报告及经
会审计师查核之财务报告（结截至

上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 委任一名审计师；及   (b) 委任一名非本会负责人的专业特许

审计师，以审核本会年度账目，并

在常年会员大会上提呈报告。审计

师的任期为一年，可以连任；及 

 

         
         
  (c) 其他事项，惟该事项须在会员大会

十四天前以书面递交总秘书，并由

董事会成立的专案小组审查后认为

适当者，列议程讨论。 

  (c) 其他事项，惟该事项须在会员大会
十四天前以书面递交总秘书，并由

董事会成立的专案小相关工作组审

查后认为适当者，列议程讨论。 

 

         
         
  第十八条 ：任期   第十八条 ：任期  
         

第十八条
(4) 

 在此条文生效之前或之后所担任的任期
或部份任期，亦视为一任。 

  在此条文生效之前或之后对有关职位所
担任的任期或部份任期，亦视为一任。 

 

       
         
  第廿条：丧失资格   第廿条：丧失资格  
         
  任何人在以下情形，将丧失其即将、任

内或继续担任董事或常务董事之资格 :- 
  任何人在以下情形，将丧失其即将、任
内或继续担任董事会或常务董事会或工

作组成员之资格，视何者为适 :- 

 

  …    …   
         
         
  第廿五条：董事会及常务董事会   第廿五条：董事会及常务董事会  
         

第廿五条
(3) 

 - 无 -   (3) 董事会有权批准每次超过马币五万
元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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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原文   建议修改  
       
  第廿六条：职权   第廿六条：职权  
       

第廿六条
(1) 

 会长 ： (i) 对外代表本会；   会长 ： (i) 对外代表本会；  
   (ii) 领导及监督本会会务

之进行； 
    (ii) 领导及监督本会会务之

进行； 
 

    (iii) 委任及辞退本会受薪
职员； 

    (iii) 委任及辞退本会受薪职 
员； 

 

    (iv) 有权批准每次不超过
马币一万元之开支；

及 

    (iv) 有权批准每次不超过马
币五万 一万 元之开支
；及 

 

    (v) 为本会会员大会，董
事会及常务董事会之

当然主席。 

    (v) 为本会会员大会，董事
会及常务董事会之当然

主席。 

 

             
  …   …  
       

第廿六条
(4) 

 总秘书 ： 办理一切会务，督促受薪
职员及秘书处工作。批准

每次不超过马币五千元之

开支，及须保存最新之会

员名册。 

  总秘书 ： 办理一切会务，督促受薪职
员及秘书处工作。批准每次

不超过马币一万 五千 元之
开支，及须保存最新之会员

名册。 

 

           
第廿六条

(5) 
 副总秘书 ： 协助总秘书办理一切会 

务，遇总秘书缺席或告假

时，则代行其职权。 

  第 一 副
总 秘

书 、 第

二 副 总

秘书 

： 协助总秘书办理一切会务，
遇总秘书缺席或告假时，则

代行其职权。 

 

           
第廿六条

(6) 
 财政 ： 管理本会款项及契据与账

目，向董事会呈报每月收

支表，并拟具全年总结，

经会计师查核后交董事会

接纳，然后提交常年大会

通过。所有收入款项，须

随时以本会名义存入董事

会指定之银行；提款支 
票，须由会长、署理会 
长、副会长、财政或副财

政其中的任何两位联署，

方为有效。得保管不超过

马币二千元之零用金。 

  财政 ： 管理本会款项及契据与账 
目，向董事会呈报每月收支

表，并拟具全年总结，经会

审计师查核后交董事会接 
纳，然后提交常年大会通 
过。所有收入款项，须随时

以本会名义存入董事会指定

之银行；提款支票，须由会

长、署理会长、副会长、财

政或副财政其中的任何两位

联署，方为有效。得保管不

超过马币五千 二千 元之零
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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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提呈

的2015年财政预算案宣布高

劳动密集工业可获自动化资

本津贴。这项津贴项目是政

府为加强经济增长的主要策

略之一，并可望鼓励尤其是

高度依赖劳工的业者采用自

动化程序。

	 	 	 高度依赖劳工的业者，在

2015至2017年之3年的首4
百万令吉自动化费用将获得

200%自动化资本开支津贴

奖掖。而其他工业业者的期

限则在5年内。

	 	 	 为了实现解决过度依赖外劳

以及减少在马外劳数量之长

期政策，本会呼吁政府延长

有关补助高度依赖劳工业

者之津贴限期从2017年至

2025年，以及慎重考虑增加

自动化资本开支津贴奖掖，

由4百万令吉增加至1千万令

吉。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马来西亚投资

发展局。

6.2	 承认制造业的贡献，并制定相关的友
善政策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承认制造业的

贡献，并制定相关的友善政

策。

	 案由	 ：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和贡

献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创

造产品增值，为国家收入带

来效益，还造就了许多的就

业机会，也支持着上下游

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包括农

业、运输、销售等。

同时，董事会也原则上一致通过根据

社团注册局要求以该局范本（Template）为

主，重新编排目前本会章程之呈现方式，并

将所有内容转移为新的统一版本。呈常年会

员大会批准，并授权董事会进行相关章程修

改条文之文字修饰（若有需要），以便符合

社团注册局要求并获得批准。

有关新的统一版本章程在获得社团注册

局批准后，将成为本会的新版本之章程。届

时，再安排翻译为中文版及印刷。同时，也

呈常年会员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有关经社团

注册局批准的新版本章程之中文翻译。

上述章程修改建议，在戴振标提议，拿

督林泰顺附议下，获大会一致通过接纳。

同时，大会也一致通过授权董事会进行

相关章程修改条文之文字修饰，以符合社团

注册局要求及经社团注册局批准的新版本章

程之中文翻译。

6.	 通过提案

大会经讨论后，在傅桂洋提议，张裕民

律师附议下，通过以下14项提案：

A.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

6.1	 提高自动化资本津贴（Automation	
Capital	 Allowance）及延长津贴期限
以提升生产力和自动化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提高自动化资

本津贴（Automation Capital 
Allowance）并延长有关补

助高度依赖劳工业者之津贴

限期从2017年至2025年，以

及延长有关补助其他工业业

者津贴期限从2015年至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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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在经济衰退时期，市场上有

许多未出售的土著保留房

屋。政府应加快释放产业固

打配额期限例如6个月，而

不征收释放税款或罚款。

	 	 	 房地产业者理解和接受土著

固打配额的崇高目标，惟土

著产业固打配额和折扣造成

合规成本的增加。基于没有

特定的机制，弃置的土著保

留产业单位也常常需要很长

的时间以获得释放。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城市和谐、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雪州州务大

臣。

6.5	 产业固打配额应扣除外国购买后计
算，并降低外国人购买雪州1和2区产
业的最低价，以及撤消外国人不能购
买有地产业的政策

	 提案	 ：	本会呼吁土著	/	非土著产业

固打配额应扣除外国购买后

计算，以鼓励促销予外国买

家，也配合国家吸引更多外

国投资的目标；同时呼吁政

府降低外国人购买雪州1和2
区产业的最低价，以及撤消

外国人不能购买有地产业的

政策。

	 案由	 ： 外国采购交易仅占房地产交

易的3%，仍有进一步促销

的空间。这也符合政府吸引

和增加外国投资进入马来西

亚尤其是雪兰莪州的目标。

外国购置房地产属于长期投

资，应予支持。

	 	 	 在现今产业市场走势稍缓之

际，政府应将外国人购买雪

州1和2区产业的最低价从

	 	 	 许多国家如日本、中国、欧

美等发达国家尤其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也开始愈加鼓

励制造业。惟我国制造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96年的

34.2%降至2015年的23%，

且不被列为我国经济转型计

划的国家关键经济领域。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

6.3	 租赁更多土地鼓励本地农业生产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以至少30年使

用权租赁更多土地，以鼓励

本地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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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比率已从

80年代逐渐下降。然而，

粮食安全应该是政府的首要

任务，以确保国家减少对必

需品进口的依赖。我们需要

强调粮食作物领域以达致可

持续性发展。同时，我们每

年的食品账单已激增至超

过450亿令吉，若再加上马

币贬值则有关账单将更加昂

贵。有鉴于此，给予农民奖

励和保护例如开放更多土地

供国内粮食生产和畜牧业是

绝对需要的。超过30年使用

权的经济规模土地之租赁是

迫切需要的，以达致可行性

和可持续性的机械化投资。

	 解决办法	：	致函雪州州务大臣。

6.4	 加快释放土著产业固打配额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加快释放土著

产业固打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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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适当的方法，而不是轻

易采取冻结资产和银行户头

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解决办法	：	致函移民局，内陆税收局。

6.8	 关注及支持马来西亚生产力大蓝图

	 提案	 ：	本会关注及支持马来西亚生

产力大蓝图，并呼吁会员商

家	/	企业予以全力配合。

	 案由	 ：	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

2017年5月8日推介“马来西

亚生产力大蓝图”，旨在于

2020年创下每年增长3.7%
的劳动生产率。随着有关大

蓝图的发布及执行，我国的

员工将更具竞争力。

	 解决办法：	致函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6.9	 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自由
贸易区

	 提案	 ：	本会欢迎“一带一路”倡议

和数字自由贸易区，并希望

有关部门与中总配合，为会

员商家带来更多的商机。

	 案由	 ：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

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有链接

的经贸关系，相信我国企业

能从各项发展项目中受益，

也在未来能继续获得很大的

商业机会。

	 	 	 同时，数字自由贸易区将用

新的技术和大数据，为我国

的电子商务工业带来更大的

便利，也有助于我国中小企

业和年轻人获得成功。

	 解决办法：	致函首相，马来西亚数字经

济发展局。

200万令吉降低至100万令

吉以消除积压。提高价格门

槛和购买限制恐怕会进一步

障碍有关领域的发展。这项

政策可能影响外国人在我国

置业的意愿，也与“我的第

二家园计划”相互抵触。再

说，目前在我国置产的外国

投资者只占了很小的比例。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城市和谐、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雪州州务大

臣。

6.6	 支持政府刻不容缓取缔“金钱游戏”

	 提案	 ：	本会支持政府刻不容缓取

缔“金钱游戏”。

	 案由	 ：	我国近年来成了“金钱游

戏”旺盛的国家之一。国人

对“金钱游戏”的沉迷已到

了令人担忧的地步。有经济

学者认为，这类非法集资活

动若持续下去，恐将影响国

家的整体经济和银行体系。

	 	 	 有鉴于此，政府和国家银行

应该刻不容缓展开行动以取

缔“金钱游戏”，同时教育

国民正确理财，协助国人保

卫辛苦赚来的财富。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国家银行，全

国总警长。

6.7	 谨慎采用冻结资产和银行户头的措施

	 提案	 ：	本会呼吁有关当局谨慎采用

冻结资产和银行户头的措

施。

	 案由	 ：	我们理解拖欠所得税及聘请

非法外劳等行为触犯法律，

然而我们希望有关当局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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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现有的PATI数量，实际

的外劳数量应约为3百万至5
百万人。

	 	 	 政府应以目前外劳数量占总

劳动人口约30%的实际数据

来制定长期政策包括合法化

非法外劳，并确保有关外劳

合法化之手续费的合理性。

	 解决办法	：	致函内政部，人力资源部。

6.12	 加强鼓励和推广技职教育，以培育
更多本地优质技术人员，减少对外
籍劳工的依赖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加强鼓励和推

广技职教育，以培育更多本

地优质技术人员，减少对外

籍劳工的依赖。

	 案由	 ：	如今，我国社会仍偏重于传

统的学术教育，而对技职教

育抱有偏见，认为只有成绩

较差的学生才会选读技职课

程。然而，从大专毕业生

人数比率大增的情况来看，

显示拥有专科学历人士与相

关工作的需求量已经出现供

过于求的情况。相对来说，

我国却因缺乏熟练的技术人

员，进而影响外国投资者来

马投资的机会。

	 	 	 政府应积极改变家长的心

态，全面宣导技职教育的好

处与重要性，借以打破公众

的迷思，提高家长与学生的

认知及兴趣。同时，政府应

将技职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政

策框架之下，完善化技职教

育的体系，并拨入更多资金

在技职领域内，积极推动其

发展。

B.			税务课题

6.10	 给予月入高于4千令吉者自由选择私
人保险或社险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给予月入高于

4千令吉者自由选择私人保

险或社险。

	 案由	 ：	从2016年6月1日起，无论

薪金水平，所有员工必须投

保社险。然而，基于社险的

利益较低，许多雇主已为员

工尤其是执行和管理层提供

保险和医药福利。而这些员

工也不太可能选择向社险提

出索赔。有鉴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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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社险成为了企业和

员工的附加开支。政府应予

允许有购买保险的员工以选

择自己的私人保险或社险。

	 解决办法	：	致函人力资源部。

C.				人力资源发展课题

6.11	 以实际数据制定长期外劳政策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以实际数据制

定长期外劳政策。

	 案由	 ：	有关劳工市场资讯及分析研

究所（ILMIA）所分析的外

劳需求量（Foreign Workers 
Demand），并没有将大部

分就业中但未持有证件的外

劳（PATI）纳入分析数据

中。

	 	 	 有关将外劳数量维持在总劳

动人口的15%直到2020年的

目标（约1千4百万	 x 0.15 = 
2百10万）是不实际而且较

难实现，因为该数据并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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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威胁到生命财产，而

且严重影响外资及游客前来

我国投资及旅游的信心。

	 	 	 虽然我国警方及相关单位积

极展开行动严打罪案和恐怖

主义，但效果不彰显，报章

不时刊登让人触目惊心的犯

罪新闻，多年来面对罪案率

高企不下的困扰。

	 	 	 本会呼吁大马皇家警察部队

防范于未然，打造一套全

面、完善的应对策略。从战

略进行高度的布局和监控、

调动及整合各方资源，发挥

整体优势，彻底的打击罪案

和恐怖分子、全面整顿社会

治安。提供警员智慧化的培

训、引进高端先进安全装置

等措施，有利于加强警察部

队的执法能力、提升服务水

平。

	 	 	 同时，本会也呼吁政府加强

教育醒觉措施，建立全民共

同维护治安的观念。在警民

合作、社区守望相助的情况

下，才能层层节制，发挥遏

阻罪案的效用，确保不法分

子无机可乘。另，随着日新

月异的科技发展趋势下，电

子警报、应用程序等的广泛

使用将有助于加强警民携手

合作打击罪案和恐怖分子的

效率，从而有助打造美好和

安全的生活环境，共同力保

国家的和谐及稳定。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内政部，并与警

方对话。

散会时间：上午9时45分

	 解决办法	：	致函人力资源部，高等教育

部，教育部。

6.13	 关注劳工短缺问题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关注及解决劳

工短缺问题，以提高生产

力。

	 案由	 ：	以我国 2 0 1 6 年失业率为

3.4%，本地企业仍然面对

本地员工供应不足的问题，

造成必须聘请外劳来填补有

关空缺。对于以外劳密集的

行业，政府应提供更多奖掖

鼓励采用自动化设备，也可

利用人头税供作员工培训用

途。此外，我国政府应仿效

新加坡，以提供双重扣税的

奖掖予聘用就业不足之国民

的公司如退休人士、家庭主

妇、残障人士等，鼓励国民

就业率、减少依赖外劳，再

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在现阶段，有关雇用外劳的

政策不明朗，造成许多业者

没有足够的员工工作。这将

影响业者的生产力，尤其是

中小型企业。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财政部，人力资

源部。

D.				治安问题

6.14	 竭力打击罪案和恐怖分子，全面整
顿社会治安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竭力打击罪案

和恐怖分子，全面整顿社会

治安。

	 案由	 ：	我国治安亮起红灯已久，日

益猖獗的罪案和恐怖主义不

但造成人心惶惶、增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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