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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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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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water Sanitary Plumbing Syste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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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在过去

半年面对莫大的挑战。一些家庭和个人已经陷

入生活困顿，甚至三餐不济。为此，慈济基金会于

2020年7月11日，推出“Kita1Keluarga守望相助”纾困

计划，为雪隆区及布城3000户贫困家庭提供为期3个月

的援助金，协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慈济会根据每户

家庭的个别情况，从2020年9月至11月，给予每户每月

500至800令吉的援助金。

同时，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于2020年7
月28日（星期二）下午4时30分，安排一场Zoom视频

说明会，提供平台让慈济负责人讲解这个计划。本

着慈善为怀的精神，本会也捐助2万令吉予慈济基金

会“Kita1Keluarga守望相助”纾困计划，一起向有需

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响应捐献扶贫。

 本会捐助慈济基金会

“Kita1Keluarga守望相助”纾困计划

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右六）移交2万令吉模拟支票予慈济基金会，作为“Kita1Keluarga守望相助”纾困计划资

金。

KLSCCCI donated RM20,000 to the “Kita1Keluarga Relief Programme” of 
Tzu Chi Foundation on 28th July 2020.

本会会长兼中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表示，

中总作为国内华裔工商界的主要机构，无论是中总或

17个基本会员，向来对慈善公益活动的支持不遗余

力，希望能抛砖引玉，带动更多人共同献出绵力，为

社会献上温暖与关爱，协助遇困民众渡过难关。

据了解，纾困计划协助的弱势族群，包括国民、

外劳、难民及无国籍人士。该计划于2020年7月12日至

28日开放申请，目前获得4381项申请，其中包括1599
项华裔申请、1595项印裔申请、1019项巫裔申请及168
项其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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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壮大会员，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

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举办了

2019/2020中总各基本会员广招会员与青商团员运动，

为期1年6个月。此

项广招会员与青商

团员运动以增加人

数作为计算标准，

有别于过往以计算

增长百分比作为计

算标准。

本 会 在 中 总

2019/2020各基本会

员广招青商会员运

动和中总2019/2020
各基本会员广招会

员运动中，分别荣

膺冠军和季军，并

获得中总于2020年

本会荣膺中总2019/2020
各基本会员广招青商会员和会员运动

冠军和季军

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左二）从本会会

长兼中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右二）

手上接过奖状，左为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

锺廷森，右为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7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时在本会成枫堂召开的第74
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上颁发有关奖状。

KLSCCCI was awarded the Champion 
and Second Runner-Up for the ACCCIM 
Young Entrepreneurs Membership Drive 
and Membership Drive Campaign by 
Constituent Members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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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晚上8时

30分至9时30分通过Zoom Meeting举行首

场线上讲座系列之“Tina, Fomo和1968: 让股民

疯狂吗?”。主讲者为张国林（鑫资金投资有限

公司创办人兼本会数字经济组主任），主持人

是蔡宗甫（本会工业组副主任）。

线上讲座系列 #1

Tina, Fomo 和1968:
让股民疯狂吗？

The 1st KLSCCCI Webinar on “Are Tina, Fomo & 1968 Driving Equity Investors Crazy?” was 
organised on 15th July 2020.

主讲者分析Tina, Fomo和1968是否在一个受

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下，牵引投资

者在股市的行为。

 

若您错过了参与此项讲座，请浏览本会面子书（www.facebook.com/klsccci）观看有关视频。

If you have missed out this Webinar, please browse the KLSCCCI Facebook (www.facebook.com/klsccci) to watch the video.



继2020年7月15日第一场的线上讲座后，本

会再于2020年7月18日（星期六）上午11
时至中午12时通过本会面子书（www.facebook.
com/klsccci）进行直播第二场线上讲座系列之 

“国家经济重振计划（PENJANA）- 商业复原

良药?”。

线上讲座系列 #2

国家经济重振计划
（PENJANA）-
商业复原良药？

The 2nd KLSCCCI Webinar on “Is PENJANA the Solution for Business Recovery?” was organised 
on 18th July 2020.

 当天的讲座邀请到两位主讲人在线上共同

探讨如何善用有关配套以最大化其效益。主讲

人为孔令龙（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计公司首

席合伙人）和白文春（马来西亚拉昔胡先银行

研究中心副总裁），主持人是石惠（本会中小

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组员）。

若您错过了参与此项讲座，请浏览本会面子书（www.facebook.com/klsccci）观看有关视频。

If you have missed out this Webinar, please browse the KLSCCCI Facebook (www.facebook.com/klsccci) to watch th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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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摄影公会70周年纪念线上直播庆典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Jam-Channel-103384154621583/

31/07/2020（星期五）      晚上6:30pm      FB直播        Photojam Channel 

雪 隆 摄 影 公 会

第 4 7 届 理 事

列 队 欢 迎 各 嘉

宾 、 观 众 进 入

该 会 7 0 周 年 会

庆 现 场 直 播 面

子书Photojam-
channel。

该会会长伍维力致欢迎词。 切蛋糕和敬酒仪式。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隆雪华堂）会长拿督

翁清玉给予演说。
该会供应商Canon 给予演说祝贺。

本 会 属 会 活 动



下期：终身学习及忠诚
Next: Learning is a Lifelong Process and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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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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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情  Kinship
国以家为本，因此，家的

伦理亲情越强，国家的基

础也越坚固。

家 庭 成 员 的 伦 理 亲 情 关

系 密 切 ， 大 家 才 能 互 相

谅解，无论你在外做什么

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济和

守望相助。

制造更多可以把一家人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如生日

庆典或家族旅游等。

The family units make up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The stronger the kinship, the stronger is the 
foundation.

There must be kinship amongst siblings, amongst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at will bring about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support for whatever you 
do in the world outside your home.

Create more occasions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be 
together. E.g. celebrations, or tours etc.

领导树立好榜样  Leadership by Good Example
这与一般的“以身作则”

口号有稍微不同。加上一

个“好”字，成为“领导

树立好榜样”。

这口号可实用于公司、团

队，家庭或政府部门。

推广优良传统价值观和工

作准则的最佳起点，就是

以身作则。

须具备团队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This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slogan of 
Leadership by Example with the word ‘Good’ added.

This saying is true in a company or a group. It is equally 
true in a family, or in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A good start will be promoting universal values and 
good work ethic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ourselves.

Be a team player.

Do no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do not lik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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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中总中总

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

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



8

商情资讯
386   



9

商情资讯
386   



10

商情资讯
386   



11

商情资讯
386   



12

商情资讯
386   



13

商情资讯
386   



14

商情资讯
386   



15

商情资讯
386   



16

商情资讯
386   



17

商情资讯
386   



（资料来源：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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