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法律服务工作

本组在2017年继续为本会提供法律服务

工作，其中包括：

(1)	 配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及本

会其他工作组继续跟进政府各项影响工

商界的重要法律修改草案，并对现行法

规及其执行上所出现的偏差问题进行了

解，提呈意见与建议。除了出席各项

影响工商界的法律之相关会议，本组关

注之主要课题包括有关泛太平洋伙伴合

作协议、土地或产业注册事宜、2014
年消费税法令（Goods and Services Tax 
Act 2014）、2013年分层管理法令

（Strata Management Act 2013）、	

2 0 1 3年分层地契修正法令（S t r a t a 
Titles (Amendment) Act 2013）、2010
年个人资料保护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0）、1965年国家土地

法令修改建议、2016年公司法令（The 
Companies Act 2016）、1967 年破产法

令（Insolvency Act 1967，前称为	 The 
Bankruptcy Act 1967）、版权、有关国

民团结之相关法案课题、有关在马来西

亚土地侵权所带来的法律观点、1965年
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修正案修

改建议、以及落实就业保险制度等等建

议。

(2)	 配合章程修改小组跟进及处理相关章程

修改事宜。本会已于2017年6月10日常

年会员大会批准有关章程修改稿，之后

也已将有关章程修改内容整理后提呈予

社团注册局批准。

(3)	 本组协助各工作组审阅以下文件：

	 (i)	 有关MITI于2017年4月生效之非

优惠原产地证书（Back-To-Back 
Non-Preferential Certificate Of 
Origin）额外新指南；

  法 律 组 

	 (ii)	 有关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与本会合作方案与协议；

	 (iii)	 有关马来西亚宝马集团与本会合

作方案（BMW Group Corporate 
Programme）；

	 (iv)	 有关给予年捐届满的杰出会员一

个永久会员籍，并建议修改章

程；

	 (v)	 有关重整本会相关工作组，鉴于

章程所限，建议作出相关之章程

修改；

	 (vi)	 有关大厦管理委员会事宜；

	 (vii)	 有关本大厦隔壁建筑工地事宜。

(4)	 安排组员进行签署大专贷学金合约仪式

的义务见证工作及处理奖助学金之法律

事宜。

(5)	 处理租户续约或终止合约及其他相关事

宜之合约，例如：配合底楼整修，7楼
单位702租户	Harvest Bible Chapel KL之
7楼办公室租约及底楼成枫堂合约改为

每月更新方式。

(6)	 本 会 公 司 会 员 仿 签 原 产 地 证 书

（C.O.）个案，本会第10次董事会议	

（19-10-2016）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进

行调查。继该个案后，除了参与调查委

员会工作与提供法律意见，本组也根据

开除会员籍程序修改本会章程之相关项

目提供建议。

(7)	 针对本大厦相关业主积欠管理费及其他

费用事宜，本组根据分层地契法令提供

法律意见，并协助安排律师楼进行追讨

积欠费用程序。

(8)	 协助本会审阅相关之对外文件，包括合

作备忘录、合约等等，并协助提供相关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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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组配合中总法律组于2017年5月30日
进行礼貌拜会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大

法官丹斯里劳勿斯及提呈有关司法课题

的备忘录。

(10) 本组也配合中总法律组联合举办相关之

系列法律课题讲座会活动（例如：“第

一至第三系列：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

际法律课题”讲座，涵盖相关中小企业

的知识产权、有效债务重组、2016年新

公司法令、电子商务时代的知识产权、

劳工法律等等课题），同时也通过积极

参与或邀请有兴趣者参加、协助参与有

关活动之马来西亚律师公会（Malaysian 
Bar Council）会员获得持续专业发展

（CPD Points）分数、马来西亚注册

会计公会（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MICPA）会

员获取CPD Hours时数之申请事宜；及

有缴交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参加者，可

在SBL计划下申请回扣等等，并以行动

积极支持相关活动。

提呈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 

大法官之备忘录与礼貌拜会活动

（30-5-2017）

配合中总于2017年5月30日（星期二）

礼貌拜会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

里劳勿斯，多位本会代表也参与有关拜会活

动。本会之法律组组员也受邀协助提供意见	/	

建议以纳入提呈予首席大法官之备忘录。

“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际法律 

课题”讲座（25-4-2017）

本会和中总于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时至下午1时在中华总商会大厦底楼

成枫堂联办“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际法律

课题”讲座。支持单位是马来西亚中小型

企业协会（SM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及马来西亚连锁协会（MRCA）。媒介语为

英语，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会员可获取	 3 CPD 
分数（CPD Code: T2 / 25042017 / ACCCIM / 
KL172270 / 3），而马来西亚注册会计公会

会员可获取持续专业发展4 CPD时数（4 CPD 
Hours）。当天共有约150出席者。

主讲人为戴枫霖律师（Gan Partnership	的
资深合伙人）和肯占士律师（蔡文洲肯律师

楼的资深合伙人）。此讲座会主持人为中总

名誉顾问暨法律组副主任拿督黄沛楠律师，

并由中总总秘书拿督卢成全致开幕词。

戴枫霖律师为参加者分析“知识产权在

中小型企业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到，知

识产权向来是大型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获

得知识产权正式保护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将

生意扩展至国外市场、加强竞争优势和市场

占有率。另外，肯占士律师在讲解“有效债

务重组”时说，中小企业在自身业务中需建

立有效的循证管理制度，以确保有效率及功

效的进行债务重组。

“系列（二）： 

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际法律 

课题”讲座（7-7-2017）

政府于2016年4月4日通过《2015年公司

条例草案》，以取代《1965年公司法令》，

并于2016年9月15日在宪报颁布《2016年公

司法令》，旨在放宽一些公司业务流程，以

刺激本地企业发展。《2016年公司法令》于

2017年1月31日正式生效后，为中小型企业

带来机遇和挑战，企业必须了解并遵守新法

规，同时善用新机制创建更大的经商便利。

有鉴于此，本会和中总于2017年7月7日
（星期五）上午9时至中午12时在本会1楼研

讨室联办“系列（二）：中小型企业所面临

之实际法律课题”讲座。媒介语为英语，当

天共有约120位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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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是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协会

（SM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及马来西

亚连锁协会（MRCA）。马来西亚律师公会

会员也可获取3 CPD分数（CPD Code: T2 / 
07072017/ACCCIM/KL172405/3），而马来

西亚注册会计公会会员可获取	2 CPD 时数（2 
CPD Hours）。有缴交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参

加者，可在SBL计划下申请回扣。与会者也

在现场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中文版和英文版的

《2016年公司法令》书籍。

讲座会由中总副总会长拿督刘瑞裕局

绅致欢迎词。主讲人为李熙律师（SKRINE 
Partnership的合伙人），主题：“2016年新公

司法令之中小型企业必须准备的十大关键课

题”。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政策发展组主管

叶泳铨则与主讲人李熙律师共同于问答时段

回答出席者的踊跃发问。主持人为中总法律

组副主任兼本会法律组主任陈嘉斌律师。

“系列（三）： 
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际法律 

课题”讲座（11-10-2017）

本会和中总于2017年10月11日（星期

三）上午9时至下午1时在1楼研讨室联办“系

列（三）：中小型企业所面临之实际法律课

题”讲座。媒介语为英语，当天共有约100位
出席者。

支持单位是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协会

（SM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及马来西

亚连锁协会（MRCA）。马来西亚律师公会

会员也可获取3 CPD分数（CPD Code: T2 / 
11102017/ACCCIM/KL172665/3），而马来西

亚注册会计公会会员可获取	 4 CPD 时数（4 
CPD Hours）。有缴交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参

加者，可在SBL计划下申请回扣。与会者也

可在现场购买中文法律书籍。

讲座会由中总总秘书拿督卢成全致开幕

词。主讲人为（1）郑芳君律师（思纪龄旗

下知识产权部的合伙人），主题：“现今电

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及（2）陈劲南律师	

（陈劲南律师楼），主题：“劳工法律”。

主持人为中总第二副总秘书兼法律组主任，

同时也是本会署理会长兼法律组顾问的蔡文

洲律师。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转型与新企业模式，

电子商务亦迅速普及与发展，在我国，也越

来越多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产品

和服务的销售与交易，以扩展业务。知识产

权所衍生的价值高于有形资产，惟一般公司

通常不太了解或容易忽视知识产权。企业有

必要了解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以及电子

商务中有可能引发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课题。

郑芳君律师于会上与出席者探讨知识产

权拥有者在这不断变化和无边界的电子商务

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分享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的技巧。

陈劲南律师则与参加者分享其“劳工法

律”方面的经验，其中包含1955年雇佣法

令、1967年劳资关系法令及雇佣合同条款。

《1955年马来西亚雇佣法令》（第265号法

令）于1955年颁布，经修订后并于2012年4月
1日正式生效。所有雇主和雇员都必须严格遵

守马来西亚有关劳资法律，了解这项法律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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