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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WE

WE SPECIALISE IN

Our company have more than 30 years experience which able to design, supply all kind of M&E 
services and has proven itself as a contractor with ability to tender any project of houses, condo, 
factories, infrastructure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We are also able to supply and install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up to 36kV and transmission grid with11kV shunt reactor with 
power quality study.
In 2008, we have been assessed and awarded ISO.9001-2008 
certi�cation.
We are a Gred 7 contractor registered with CIDB & SPKK, Class 
‘A’ with suruhanjaya Tenaga, Kementerian Kewangan, Tenaga 
Nasional Berhad and Telekom Malaysia.

振 源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86803-T)

SYARIKAT LETRIK CHEN GUAN  SDN  BHD

Lot 1178, Jalan Subang 3, Taman Industri Sungai Penaga, 47610 Suba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03-5634 1436                           03-5634 2349                   admin@slcgsb.com.my

Air-conditioning System
Fine Lighting System

Waste water Sanitary Plumbing Syste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Electrical Wiring System
Cold Water Plumbing System

Extra Low Voltage System

Refrige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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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2020年2月27日公布总值

200亿令吉的2020年经济振兴配套，以协助遭受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业及民众。有关配套涵盖

3大策略，即解决新冠肺炎的影响、催化以民为本的增

长、鼓励有素质的投资。

经济振兴配套摘要：

a 从2020年4月至9月，受影响的旅游业公司允许延

迟每月的所得税分期付款，以及重新检修其2020
年利润估算以确定每月所得税分期付款而不受罚

款；

a 从2020年4月至9月，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

购物中心、会议和展览中心可获每月电费临时折

扣高达15%；

a 从2020年4月至9月，酒店和旅游公司免交人力资

源发展基金；

a 从2020年3月至8月，酒店免征服务税；

a 国家银行将提供20亿令吉的特别援助担保便利，

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营运资金融资，利率3.75%；

a 国家储蓄银行将拨出2亿令吉的微型贷款便利，

利率4%；

a 出租车司机、旅游巴士和导游，以及注册的拉车

业者可获600令吉的一次性援助金；

a 医生和医护人员每月可获400令吉的特别津贴，

移民局和其他相关人员每月200令吉特别津贴；

a 就业保险计划可申索培训费从4千令吉增至6千令

吉，再加每日培训津贴30令吉；

a 国内旅游开销可获个人所得税减免高达1千令

吉；

a 马来西亚人民可获每人100令吉的国内旅游数码

券，供国内班机、火车和注册酒店住宿；

a 从2020年4月1日至12月31日，雇员可选择最低公

积金缴纳率调降4%，从11%降至7%；

a 原订于2020年5月发放的200令吉生活援助金提早

于2020年3月发放；

a 生活援助金受惠者可于2020年5月获得额外100令

吉汇入户头，以及50令吉电子现金；

a 国家银行将提供10亿令吉的农业食品基金，以鼓

励食品生产活动，利率3.75%；

a 政府将提供每人1千令吉的奖掖予1万名本地企业

家，以通过电商平台出售他们的产品；

a 政府将拨出5亿令吉与私人投资者共创投资基

金，以至少1比3的比例分配，设立20亿令吉总额

供早期阶段和早期发展的投资；

a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将豁免领先企业家加速

平台（LEAP）和创业板（ACE），以及市值低

于5亿令吉公司在主板的上市费，为期1年；

a 国家银行将提供3亿令吉的中小企业自动化与数

码化便利；

a 政府将批准加速资本津贴供机械和设备包括信息

及通讯技术的开销，为期2年；

a 政府将提供商店翻新费最高30万令吉的税收减

免；

a 从2020年4月1日起，进口和本地购买用于港务的

机械和设备可免进口和销售税，为期3年。

  

200亿经济振兴配套
The 2020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was unveiled by Interim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on 

27th February 2020 to combat the economic effects from the COVID-19. The theme for the stimulus package is 

“Bolstering Confidence, Stimulating Growth & Protecting Jobs”. 

经济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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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各地区发生的新冠肺炎急需医疗用品

供应，因此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于

2020年1月28日发动物资捐赠活动，号召中总全马

会员和负责人联合捐赠医用手套予中国受疫情影响

的医院。

截至2020年2月5日，已有350万只医用手套获

得中总基本会员和负责人认捐，并将分批次运送到

中国各地。此外，仍有中总会员陆续表达捐赠的意

愿，中总将视情况以决定下一波所要捐赠到中国的

医疗用品。

中总总会长兼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感

谢所有响应号召的会员和负责人，同时谢谢中国

驻马大使馆以及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的落力协

调，持续协助更新受赠医院名单，也感激中国外运

（马来西亚）物流有限公司（Sinotrans）的慷慨协

助，承担运往中国物流方面的手续及费用，以确保

这批物资可以顺利送达急需的医院。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也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卫生

部的指示，加强自身的卫生以及防疫措施，发挥守

望相助的精神，一起共克时艰，携手共抗疫情。

捐赠医用手套名单

序 捐赠 医用手套捐赠数量

1.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50万只

2. 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50万只

3. 吉打中华总商会 120万只

4. 中总和各基本会员青商团  50万只

5.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30万只

6.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  30万只

7. 张国林先生  10万只

8. 颜文钦先生  10万只

                                      总共 350万只

捐赠350万只医用手套
ACCCIM succeeded to get a donation of 3.5 million pieces 

of medical gloves from members all around Malaysia 

for the hospitals affect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epidemic in China.

中总捐赠350万只医用手套到中国。



预防疫情小建议：

e	 戴口罩，防止飞沫和空气中的病毒传染。

e	 不聚集或去人流量大的地方，减少感染机会。

e	 勤用肥皂洗手，注意卫生。

e	 做好居家消毒。

e	 注意室内通风。

e	 吃熟食，远离野味。

e	 均衡饮食，提高身体免疫力。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左

二）汇报中总捐赠医用

手套的详情。

中总发动物资捐赠活

动，并分批次运送到

中国各地。

中总领导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中国外运（马来西亚）物流有限公司代表出席巡视捐赠物资的物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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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华人农历新年，本会国民团结组于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下午3时正在位于巴生的Tengku Bendahara 
Azman（1）小学安排了一项舞狮表演，以促进该校学生对

庆祝农历新年之华人文化活动的了解。

当天出席活动者包括本组正副主任拿督威拉刘志强和林

吉庆、组员及该校全体师生。

A lion dance was arranged by 

the National Unity Committee 

on 5th February 2020 at SK 

Tengku Bendahara Azman 

(1) in Klang. 

本会代表和学校师生与两头舞狮合影。

本会出席董事和组员派发红包和年柑予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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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慎重考虑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

的发展，以及受邀对象为来自老人院、孤儿院及

慈善团体的长者和幼小们，本会决定取消原订在2020年

2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时举办的新春佳节慈善聚餐

会，改在同日上午11时在本会7楼黄琢齐会议室举行新春

佳节捐款颁发仪式，颁赠捐款予经过遴选的受惠福利慈

善团体、老人院及孤儿院。

配合2019年度的开斋节及本年度的春节，本会及本

会会员总共捐出12万7千150令吉给10家慈善团体、2家

孤儿院及2家老人院。

受惠单位包括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务及社区发

展协会（Associ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Gombak District, Selangor）、中华施

诊所（Chinese Medical Aid Department）、马来西亚

安宁疗护中心（Hospis Malaysia）、慈悲关怀服务会

本会出席代表与受惠福利慈善团体、老人院及孤儿院代表合影。

Donation Presentation Ceremony in conjunction with Celebration of Chinese New Year was organised by the 

Welfare Committee on 15th February 2020 at KLSCCCI’s Wong Tok Chai Conference Room.

（Kasih Hospice Care Society）、马来西亚盲人协会

（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马来西亚红新

月会（Malaysian Red Crescent Society）、淡江孤儿院

（Rumah Bakti Dato’ Harun）、修成林洗肾与中风医

疗中心（Sau Seng Lum Dialysis & Stroke Rehabilitation 
Centre）、雪隆智障协会（Selangor & Federal Territory 
Associ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济世之家

（Selangor Cheshire Home）、沙登老人院（Serdang Old 
Folks’ Home）、士毛月牧人之家（Shepherd’s Centre 
Foundation）、斯里再央地福利组（Siri Jayanti Welfare 
Organisation）及同善医院（Tung Shin Hospital）。

本会福利组主任傅桂洋在致词时表示，虽然新型

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但本会仍不忘履行社会责任，

以实际行动为慈善工作出心出力。本会希望通过慈善活

动，能带动更多企业和个人，尤其是年轻一辈身体力行

奉献爱心，发展慈善公益，构建和谐社会。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9/2020年度福利基金

征 信 录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KLSCCCI)

List of Donors — Welfare Fund for year 2019/2020

（As at 18-02-2020）

                            （恕不称呼 without titles）

本会感谢会员商家慷慨捐助本会年度福利基金，以及踊跃捐助本会的年度受惠福利慈善团体、老人院及孤儿

院。附上2019/2020年度福利基金征信录如下：

      

序

No.
捐献单位

Donor
捐款

Donation (RM)

1. Warner Pump Malaysia Sdn. Bhd. 5,000

2. Crystal Promenade Sdn. Bhd. 1,000

3. Sin Hock 沈福 1,000

4. Tech-Store Malaysia Sdn. Bhd. 1,000

5. Adcrew Sdn. Bhd. 500

6. Space Optimum Sdn. Bhd. 500

7. Super Ceramic Tiles & Design Sdn. Bhd.
顺丰磁砖有限公司

500

8. United Clay Product Sdn. Bhd.
合众白泥粉有限公司

300

9. Lew Pin 刘泉萍 100

                                                      总额Total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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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机会予团员学习及了解不同行业的操作营

运，同时促进团员与企业的交流联系，本会青商

团于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下午3时30分前往参访联

兴食品有限公司。

联 兴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是马来西亚酒精饮料的主

要进口批发商及供应商之

一，具备完善的仓储系

统。当天，联兴食品安排

了专家带领大家认识不同

种类的葡萄酒，同时也让

出席者一同品尝这些葡萄

酒。

此外，青商团也邀请

了拿督苏宏绅博士及拿汀

谢进潾博士担任“幸福密

参访联兴食品有限公司及
“幸福密码”分享会

Visit to Luen Heng F & B Sdn. Bhd. and Sharing on Numerology were organised by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Committee on 25th February 2020.

全体出席者拍摄合照留念。

专家带领大家认识和品尝葡萄酒时影。

码”分享会的主讲人，为大家解析如何透过颜色和数字

来提升个人和企业的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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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的宣布，我国

财政部长林冠英于2020年2月17日正

式宣布，政府将为每家公司提供50%的配

对补助金，即每家公司最高5千令吉，以认

购电子销售点系统（e-POS）、企业资源

计划（ERP）和电子工资系统等服务。这

项为期5年的配对补助总值5亿令吉，仅限

于首批申请升级其系统的10万家中小型企

业。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in the 

Budget 2020, Minister of Finance, YB Tuan 

Lim Guan Eng officially announced on 

17th February 2020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a 50% matching grant of up to 

RM5,000 per company for the subscription 

of the electronic Point Of Sale systems 

(e-PO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electronic payroll system, etc. This 

matching grant will be worth RM500 million 

over five years, limited to the first 100,000 

SMEs applying to upgrade their systems.

中小企业50%配对奖掖

SME Business
Digitalisation Grant

中小企业可即日起向国民储蓄银行

及中小企业银行提出申请，而有意加入为

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化服务阵容的公司，

可在2020年3月31日前向马来西亚数字

经济机构登记。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bit.ly/38EKjGD。

SMEs can submit applications to 

the Bank Simpanan Nasional and SME 

Bank from now, and companies which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lineup of 

technology solution providers for SMEs can 

register with the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before 31st March 2020.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http://bit.ly/38EKj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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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卓越奖（Anugerah Kecemerlangan Industri）是由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于1991年创办，主要目的旨

在赋予认证卓越的马来西亚公司以及鼓励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

2020年度的工业卓越奖将增设工业4.0卓越奖，旨在提高对于工业4.0的认识并认可成功采用工业

4.0科技和流程的公司。各个类别的得奖者也将可角逐独家“首相奖”。此奖项为工业卓越奖（AKI）
的最高荣誉奖项，旨在表彰工业领域的整体卓越成就。

工业卓越奖现已开放报名至2020年4月30日。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s://www.miti.gov.my/aki 。

The Anugerah Kecemerlangan Industri 
(AKI) / Industry Excellence Award

 

The Anugerah Kecemerlangan Industri (AKI) or Industry Excellence Award was introduc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in 1991 to recognise outstanding Malaysian 

companies and to encourag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products and services rendered. 

For AKI 2020, a new category will be introduced, namely the Industry4WRD Excellence Award 

which is aimed to increase awareness and give recognition to companies that has successfully 

adopted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All winners of the various categories will also be in 

the running for the exclusive Prime Minister’s Award. This award which is AKI’s premier award is given in 

recognition of overall industry excellence. 

The Anugerah Kecemerlangan Industri (AKI) is now open for registration until 30th April 2020.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https://www.miti.gov.my/aki.

工 业 卓 越 奖



孝 道
孝道是对父母和家族长辈表露爱心、关心和理

解。

关怀他们的健康、外出时携带他们同行、侍奉他

们喜欢的食物。

如果我们要得到家庭和谐，并延伸到社区，我们

必须鼓励这种优良传统价值，不能唾弃之。

无时无刻的通过言行举止行孝，并非只在他们生

日或节日时才表露孝心。这将为下一代树立好榜

样，因为我们也会有变老的一天。

Flexibility
Flexibility means having the power, wisdom and 

system to change accordingly with ease. You will 

not survive if you remain dogmatic and stubborn.

Flexi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business because 

changes must be made occasionally to plans and 

strategies. In order to correct mistakes, and meet 

changes swiftly, you must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do 

so.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is paying respect to our parents and 

elders, and showing them our understanding, love 

and care.

Ask about them their health, take them out, bring 

them something to eat.

This Universal Value must be encouraged and must 

not be abandoned if we want to have harmony in 

the home, and by extension in the community.

Show this by word and at every opportunity, not 

only on birthdays or at festivals. This will set a 

good example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s we 

too will grow old one day.

下期：慷慨及感恩
Next: Generosity and Gratefulness

（摘自中总第六版实践优良传统价值及良好工作准则）

(Source : ACCCIM 6th Edition Promoting & Practising Universal Values & Good Work Ethics)

灵 活 性
灵活性是指权力、智慧和系统相应更改自如。

如果处事武断及固执，你将不能生存。

灵活性对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偶尔必须在

战略计划作出调整。你必须有这样的灵活性，

才能迅速纠正错误和应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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