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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项
6.1

财务来源

6.1.3 普通会员和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普通会员或普通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之入
会金为马币三百元，年捐为马币二百
五十元。董事会有权调整此入会金额
及年捐，惟任何调整须先获得社团注
册官批准。

入会金及年捐

本会会员之入会金及年捐如下：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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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六种杰出
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之会费：

6.2

缴费期限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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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型 ：马币二十万元

(b)

B型 ：马币十万元

第7项

(c)

C型 ：马币五万元

7.1

(d)

D型 ：马币二万元

(e)

E型 ：马币一万元

(f)

F型 ：马币五千元

7.1.1 本会之最高权力是赋予会员大会，会
员大会休会后，由董事会处理会务。
董事会须按本章程第8.2项组成常务董
事会，授权其推行各项会务。

董事会有权调整此会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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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杰出附属会员在次年再缴付相关会
费，否则其会员籍将自动转为永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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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永久会员和永久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永久会员或永久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之一
次性入会金为不少于马币三千元。董
事会有权调整此一次性入会金最低金
额，惟任何调整须先获得社团注册官
批准。永久会员或永久附属会员不必
缴交年捐。

会员大会

会员大会

7.1.2 个人会员须亲自出席会员大会投票，
商团、公司会员须由其按本会章程第
7.1.4项所委派的授权代表出席投票。
7.1.3 凡未缴清年捐之会员，无选举权与被
选权。
7.1.4 商团、公司会员只可由其在本章程第
4.3.5项规定之授权代表，或适时以书
面通知本会已更换之代表或受托人出
席常年会员大会。不过，已填妥之委
托表格须已于大会召开前不少于七天
内交到本会秘书处，否则委托表格志
明之受托人无权出席常年会员大会或
投票。

7.2

常年大会事宜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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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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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处理下列事宜：

8.6

(a) 审查及接纳上一年的会务报告及
经审计师查核之财务报告（截至
上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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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
工作组成员之资格，视何者为适 :-

(b) 依章程第11项委任一名专业特许
审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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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董事会成立的相关工作组审查
后认为适当者，列议程讨论。
7.2.2 除了以上所述，选举董事将每三年举
行一次。

第8项
8.4

董事会、常务董事会和工
作组

任期

8.4.1 所有本会董事须于当选后的第三个常
年会员大会卸任，且有被连选连任之
资格。
8.4.2 除了章程第8.4.3项外，任何人，不论
是凭个人会员身份，或是公司或商团
会员的授权代表或多重身份，不得连
续担任本会会长超过两任。
8.4.3 如果本会会长在即将任满两届和在来
届董事会选举提名截止日期及改选
时，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
长，他有资格参加第三届选举，一旦
中选，他将可续任第三届本会会长，
并在不抵触本章程第8.6项下，不论他
是否继续担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
长，有权完成其第三届任期。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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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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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资格

(a) 在1966年社团法令下被定罪；或
(b) 在任何法令及条文下被判罪，同
时被罚款不少于马币五千元或被
判监不少于三个月；或
(c) 因 抵 触 任 何 有 关 大 马 安 全 、 公
共秩序法令或此类法令的部份条
款，或涉及预防犯罪、防御性拘
留、限制居留、驱逐令而仍遭拘
留、受限、监察、限制居留、驱
逐出境等法律制裁；或
(d) 未清偿债务之破产人；或
(e) 精神不健全；或
(f) 被终止其公司会员或商团会员之
授权代表人身份；或
(g) 若 他 代 表 的 商 团 会 员 或 公 司 会
员，已在相关法令下被清盘或吊
销注册者；或
(h) 若他拒绝或不适任职，或无能力
执行职务，或抵触本会及会员之
利益者，由会员大会议决取消其
职务。
前述第8.6.1(a)~(d)项须受1966年社团
法令之第9A条(2)及(4)或所有在任何
时候修订之相关条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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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S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KLSCCCI
CLAUSE 6 SOURCE OF INCOME
6.1

Entrance Fee And Subscription

The entrance fees and subscription payable by
the members are as follows:6.1.1 Eminent Member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The Eminent Members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Corporate Member and Individual
Member shall be exempted from paying
any entrance fee and the subscription
for the six types of Eminent Member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shall be
as follows:(a) Type A : Ringgit Malaysia Two
Hundred
Thousand
(RM200,000.00) only
(b) Type B : Ringgit Malaysia One
Hundred
Thousand
(RM100,000.00) only
(c) Type C : Ringgit Malaysia Fifty
Thousand (RM50,000.00)
only
(d) Type D : Ringgit Malaysia Twenty
Thousand (RM20,000.00)
only
(e) Type E : Ringgit Malaysia Ten
Thousand (RM10,000.00)
only
(f) Type F : Ringgit Malaysia Five
Thousand (RM5,000.00)
only

The aforesaid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such
variation(s) sha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they are duly approved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PROVIDED FURTHER
THAT the membership shall be valid for
a term of one year only and unless the
Eminent Member or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pays the subscription for the
following year, its / his membership
shall automatically be converted to Life
Member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 as
the case may be PROVIDED FURTHER
THAT at any time thereafter upon
payment of subscription, the said Life
Member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 shall
revert to be an Eminent Member or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as the case
may be.
6.1.2 Life Member and Associate Life
Member
The entrance fee / subscription for Life
Members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Corporate
Member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be a sum of not less than Ringgit
Malaysia Three Thousand (RM3,000.00)
only. The aforesaid minimal lump sum
entrance fees /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subject to prior approval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No annual
subscription is payable by a Life Member
after his admission as a Life Member or
an Associate Lif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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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Ordinary Member and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
The entrance fee for Ordinary Members
or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Corporate Member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be Ringgit
Malaysia Three Hundred (RM300.00)
only and the annual subscription shall
be Ringgit Malaysia Two Hundred and
Fifty (RM250.00) only. The aforesaid
entrance fees /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such
variation(s) sha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they are duly approved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6.2

Time Of Payment

6.2.1

The annual subscription shall be paid by
the Ordinary Members and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s on or before the 31st
day of March each year.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s and vote
by their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as provided under Clause 7.1.4 hereof.
7.1.3

A member who is in arrears of any
annual subscription shall not be eligible
to vote or be elected.

7.1.4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Corporate Members shall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by their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as nominated pursuant
to Clause 4.3.5 herein or by any other
representatives duly appoint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whose appointments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eyed to the
Chamber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or by
any proxies duly appointed by them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shall
entitle the proxies stated in the proxy
forms to attend and / or vote or be
elect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unless
the completed proxy forms shall have
been duly delivered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hamber not less than seven
(7)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7.2

Business Of
Meetings

7.2.1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hamber shall be held on or before
the 30th of June of each year or such
extension of time not exceeding sixty
(60) days thereof as the Council may
deem fit to transact the following
businesses:-

CLAUSE 7 GENERAL MEETING
7.1

General Meetings

7.1.1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Chamber
shall vest in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While the General
Meeting stands adjourned, the affairs
of the Chamber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shall form an
Executive Committee as provided in
Clause 8.2 to execute the business of the
Chamber as it may delegate.

7.1.2

IV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only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s and vote thereat
personally. The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Corporate Members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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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General

(a) to consider and approve the annual
report and the audited accounts of
the Chamber for the preceding year
ending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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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o appoint an Auditor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11 hereof; and
(c) to transact any other matter
for which fourteen (14) days
written notice has been given to
the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before the meeting and deemed
appropriate to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by relevant Working
Committee(s) as established by the
Council at the Council meeting.
7.2.2

8.4

Tenure Of Office

8.4.1

All Council members shall retire at the
thi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rom the
date of election and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8.4.3

8.4.4

Any term of office or part thereof for the
positions stated herein which have been
serv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ming into
effect of this Clause shall be deemed as a
term.

8.6

Disqualification

8.6.1

A person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becoming, being or remaining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the Working Committee(s)
of the Chamber, as the case may b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Council
members shall be elected triennially.

CLAUSE 8 COMMITTEE

8.4.2

and subject to Clause 8.6 herein, once
duly elected he is entitled to complete
his third term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he may howsoever and for whatsoever
reason cease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Subject to Clause 8.4.3 herein, no
person whether in his own capacity
as an Individual Member or the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f a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r Corporate
Member or any combination of
capacities thereof shall serve for more
than two (2) consecutive term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A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who is
serving his second term is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for a consecutive third term
if at the close of the nomination for the
incoming Council election and during
the election process, he is concurrently
holding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a) if 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1966; or
(b) if 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under any law and
sentenced to a fine of not less than
Ringgit Malaysia Five Thousand
(RM5,00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not less than three (3)
months; or
(c) if there is in force against him any
order of detention, restriction,
supervision, restricted residence,
banishment or deportation under
any law relating to the security
of, or public order in Malaysia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prevention
of crime, prevention d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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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 residence, banishment
of immigration; or

wound up or has its registration
cancelled under the relevant law; or

(d) if he is an undischarged bankrupt;
or

(h) if he refuses or is unfit to act, or
incapable of acting or act in such a
manner detrimental or advers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hamber and the
members in the General Meeting
resolve that he be removed from
his office.

(e) if he is and has been found or
declared to be of unsound mind; or
(f) if he ceases to be a member or a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f a Corporate Member or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n whose
ticket he was elected; or
(g) in the case of a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r a Corporate Member, if
the trade association or company or
firm which he represents has been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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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foregoing
Clauses 8.6.1(a) - (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in sub-sections (2) and
(4) to Section 9A of the Societies Act,
1966 or any amendments thereto made
from time to time.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9年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日期

：2019年6月1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11时正

地点

：中华总商会大厦成枫堂

出席者 ：（恕不称呼）
Rising Prospect Sdn. Bhd.（陈钰燕）、Andrag
(M) Sdn. Bhd.（陈钰燕）、陈怀安、Syabas
Ikhlas Sdn. Bhd.（郭慧施）、Genesis Pavilion
Sdn. Bhd.（郭慧施）、Nexus Fairway Sdn.
Bhd.（郭慧施）、中化有限公司（杨天培）、
杨天培、Sunsuria Forum Sdn. Bhd.（李瑞卿）、
Top-Mech Builder Sdn. Bhd. （黄丽凌）、
Equatorial Palms Sdn. Bhd.（黄丽凌）、
Sunsuria Capital Sdn. Bhd.（黄丽凌）、
Evergreen Oil Sdn. Bhd.（锺淑玲）、Majesty
Applied Sdn. Bhd.（锺淑玲）、Homeland
Properties & Management（林进廕）、振南隆
有限公司（叶顺捷）、Bingo Capital Sdn. Bhd.
（梁兆伟）、Clickforloves Photography（郑翔
鍏）、日内瓦时计（余金艾）、无比资讯系统
有限公司（黄公龙）、瑞威有限公司（黄公
龙）、橘子旅游有限公司（苏世辉）、AO先
进自动有限公司（胡雅福）、亿帝有限公司
（王招憲）、康乐谷有限公司（郑得源）、傅
子豪、IFC Management Sdn. Bhd.（刘镇天）、
郭洲政、海鸥企业有限公司（陈凯希）、陈
凯希基金（陈凯希）、陈凯希、雪隆咖啡茶
业公会（李昭汉）、中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陈振发）、宏流方案有限公司（陈木丰）、
Vipro Solutions Sdn. Bhd.（黎家良）、吉隆坡
合众贸易(纸业)有限公司（谢成进）、马来西
亚五金批发商公会（刘庆和）、马来西亚礼
品商会（蔡广源）、宋兆棠、马来西亚玻璃
公会（黎天声）、Kuala Lumpur Fried Chicken
(M) Sdn. Bhd.（林源利）、Sunsuria Properties
Sdn. Bhd.（林雪佩）、Mega Milestone Sdn.
Bhd.（林雪佩）、Planetis Resources Sdn. Bhd.
（林雪佩）、Metrolink Properties（吕育邦）、

金狮机构有限公司（锺廷森）、Parkson
Holdings Berhad（锺廷森）、合营制钢私人有
限公司（锺廷森）、金碧酒店（林勇忠）、
Top-Mech Malaysia Sdn. Bhd.（丘光荣）、光
联有限公司（林金胶）、福利兴铁厂（欧家
强）、IPM专业咨询服务（刘兴煌）、Mars
Valley Sdn. Bhd.（谭成裕）、Hasrat Raya Sdn.
Bhd.（张耀凤）、卓意亚洲有限公司（陈
嘉辉）、Jocom Mshopping Sdn. Bhd.（蔡蕙
冰）、游佩珊、Sf Global Express (M) Sdn. Bhd.
（潘得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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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洲肯律
师楼（蔡文洲）、蔡文洲、四海栈联营有限
公司（张昌国）、全利有限公司（谢松坤）、
Lintasan Remaja (M) Sdn. Bhd.（陈镇明）、仁
达私人有限公司（陈镇明）、祥炽企业有限
公司（邱维斌）、可利达机械有限公司（邱
维斌）、Jchem Engineering Sdn. Bhd.（邱维
斌）、友立精塑有限公司（颜文钦）、鑫资金
投资有限公司（颜文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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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P Family Holdings Sdn. Bhd.（陈嘉
斌）、陈嘉斌、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
（郑生金）、Osim (M) Sdn. Bhd.（郑生金）、
勇达有限公司（黄福）、萧健皓、宝利机构
（张兴庆）、Novamas Enterprise Sdn. Bhd.
（傅桂洋）、Novamas Properties Sdn. Bhd.
（傅桂洋）、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印务商公
会（蔡元禄）、合众美术印刷有限公司（蔡
元禄）、合众机构有限公司（蔡元禄）、焦
点控股（廖俊亮）、马来西亚米粮批发商公
会（吴子联）、吴子联、Benecap Sdn. Bhd.
（李有全）、李有全、商盛资源有限公司（锺
秉宏）、Parkson Corporation Sdn. Bhd.（陈秋
霞）、M3C Communications Sdn. Bhd.（陈秋
霞）、Diversified Gateway Berhad（刘志强）、
Corak Gelombang Sdn. Bhd.（刘志强）、马
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李强）、新联达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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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9年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有限公司（李强）、雪兰莪州直落昂厂商公
会（陈际春）、隆雪果农公会（锺旺添）、
PIKOM（陈棋雄）、马来西亚连锁协会（郑
美菇）、郑美菇、杨忠礼建筑有限公司（王
伟雄）、源生企业有限公司（宋永康）、兆
棠有限公司（宋永康）、隆雪汽车暨银业公
会（林吉庆）、Wirasawah Sdn. Bhd.（宋兆
雄）、宋兆雄、万成源有限公司（蔡少
杰）、万成源控股有限公司（蔡少杰）、
蔡佳峰父子有限公司（蔡少杰）、瑞泰企
业有限公司（黄位寅）、瑞泰帆布工业有限
公司（黄位寅）、义利贸易有限公司（林
敬蛟）、郭兄弟有限公司（陈友仁）、
雪兰莪暨吉隆坡机械五金商公会（周国球）、
Airmatic Machinery Sdn. Bhd.（周国球）、瓜
雪暨沙白县中华商会（陈栢 铨）、雪兰莪滨
海中华总商会（陈栢铨）、TCTL Engineering
Sdn. Bhd.（蔡宗甫）、邱煜峰、王俊福、黄湧
强（Frame IT Sdn. Bhd.）、丘福康
列席者

： 方福胜（BDO PLT）、Business
Media International Sdn. Bhd.（陈
勇杰）、专才资源协会（苏长
发）、专才资源协会（黄链企）

秘书处

： 何素芳、陈淑苗、王丹桂、吕蕙
华、周家承、张僖珉、曾善美、
陈思嶶、骆佳顺、许国仕、郭嘉
明、赵雪芬

大会主席 ： 戴良业
记录

： 何素芳、陈淑苗

1. 会长致词
今天是6月1日，2019年也快过了一半，
从2018年5月至今的一年里，国内外政经局势
都面对巨大变化，对马来西亚而言，在过去
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变，
然后我们也从激情、进入沉淀、如今则进入
需要沉稳应对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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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中总今年将庆祝创会115周年，这百
年岁月里，我们见证了国家历经时代变迁及
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商会这百年来能继续引
领华商前进，有赖于会员商家给予的信任和
支持。
这百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华商的拼搏和
进取精神，华商紧跟世界脚步，从传统行业
到新兴行业，无不快步跟进。但是，在面对
如今快速换挡的世界脚步，马来西亚华商必
须离开舒适的室内跑步机，跑入实境道路或
山路中，才能实际应对目前瞬息万变的世界
经济局势。
“中美贸易战”使到国际形势紧张，
“华为纷争”让世界看到中国5G的雄心，马
来西亚在这两件国际大事上，所面对的不仅
仅是经贸困境，更多的是内部困境，而华商
面对的困境更尤其严峻。
隆雪是马来西亚政经文教的动脉，国家
任何“眇乎其小”的情况，都可从隆雪窥探
一二。过去一年，国家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以
待，摆在眼前的数据和现况告诉我们，我们
都必须离开“舒适圈”，尤其是拼国家经济
的主干人口，就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年轻
人，必须开拓更宽的视野和跑道。
我国现有大学生的起步薪金，与20年前
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现在大学生的收
入是比20年前差远了。到底这是什么一回
事，我们如何扭转现今大学生的困境？
或许，有人认为把最低工资规范化是解
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但最低工资只能应用于
低层工资级别。若要让大学生取得更好的待
遇，马来西亚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
重组，只有透过政府一揽子的政策，才能影
响结果。
惟有确保更高技能和更高生产力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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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才是让大学生取得更好待遇的持续性
方法，不过，这只有在马来西亚不再依赖非
技术外劳的前提下，方能成事。

程。我们也着手出版书籍，将“领航馆”资
料纸本化，同时也跟上e时代的脚步，“领航
馆”的专属网页也在架设中。

与国家经济一起脉动的年轻人，无论是
就职或从商，都必须离开“舒适圈”，才能
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局势。

5G被誉为“数字经济新引擎”，既是人
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视频社
交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5G时代已来临，
这是全世界都无法躲避的发展趋势。

我期望年轻人，从此时此刻起，更有
效率的工作，把生产力提高，在工作之余，
也必须进修提升自己，为自己的附加价值升
级，惟有拥有知识，才能强大内心，才能站
得更稳而强。
首相敦马哈迪呼吁国人向日本学习，
也向中国学习。我也这么呼吁国人，向日本
学习“奉公文化”和“达人文化”，更 向
中国人学习“刻苦和耐劳”以及“勇敢和决
心”。
在日本“奉公”是种文化。一个国家的
国民如果都有奉公的精神，那么“公平”就
不会造成社会的停滞。相反的，若大家只强
调平等，却缺乏“奉公”精神，则会阻碍社
会的进步。
“达人文化”是指将每个细节都做到最
好，而且从上到下，即便是洗碗工人都会思
考“再检查一遍”，不断自我审查，追求最
好，这就会刺激整个团队不断前进。
至于“刻苦和耐劳”，中国13亿人口，
惟有不怕吃苦和耐劳，才能在充满竞争的生
活环境生存下来。
郑和600多年前七下西洋，以及我们的
先辈落番下南洋，靠的是勇气。先辈在这里
开疆辟土和拼起事业，靠的是决心。
本会成枫堂在去年换上“新装”重新
启用，“领航馆”记载隆雪中总发展里 程
碑。在座的各位，非常欢迎你们走进“领航
馆”，了解先辈创会的根源和商会发展 过

我国也已建设测试基站，并于4月开始
投入运作，政府也率先于赛城（Cyberjaya）
和布城（Putrajaya）进行5G宽频网络的测
试。
5G时代来临，商家将再次面对世界商
贸转型的巨变。传统行业，尤其我国农业必
须正视和借力这“数字经济新引擎”的爆发
力，将国内农产品销售全球。高品质及高价
值的农产品，更需要通过的网络，将产品优
质化，让产品走去全球。
淘宝在2003年成立，2011年发威，同一
年，微信也创立，不到10年光景，一个网购
平台，一个社交平台，成为中国农产品销售
的最大平台，中国农社运用这两个平台为农
民创造无限巨大的财富。
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新
鲜市场（Fresh Market）也走入全新时代，从
购物、付款、宅配、到食物上桌，都是“一
机一键搞定”。不久前，瑞典的无人驾驶卡
车也正式上路，这是全球第一辆无人卡车，
预估这可省下货运作业成本约60%，世界运
输科技商业化又迈进一步。
5G时代来临，采取主动才能抢占先机，
隆雪中总非常关注华商应对5G时代，不久
前，我们邀请专家前来分享5G相关课题，5G
不只是优化个人的互联网运用享受，也预示
着物联网将会有突破性增长。
今天隆雪中总召开2019年度常年会员
大会，任期直到2021年的当届董事也上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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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甫上任就进行了脑力激荡工作营，集思
本会未来3年的迈进方向，希望让服务和贡献
的宗旨最大化。自此，诸位董事在各自的岗
位抓紧目标努力，我非常感谢有这么棒的团
队给予我配合和支持。
刚才我提到5G时代，还有智能技术的成
熟都将为工商业带来冲击性的影响，借此向
各位报告，本会将于6月25日在JW Marriott酒
店举办一场中小型企业商业峰会，以商家企
业的转型、创新和提升为切入点，围绕企业
发展的核心力量，邀请多位专才与大家一起
探讨区块链、工业4.0、电子商务、零售和中
小型企业前景及业务电子化的经验分享，希
望各位会员能把握机会踊跃出席这场峰会，
吸收新资讯，增长见识。
隆雪中总在关注华商权益的同时，并未
忘记华社乃至其他族群的利益福祉。刚过去
的5月，本会首次举办高尔夫球锦标赛和慈善
晚宴，筹募款项帮助各族弱势群体。
此外，本会将继续和国民团结与和谐局
（PERPADUAN）合作，推行促进种族和谐
及国民团结的活动，培养全民精神。获得国
民团结与和谐局支持的“英雄奖”3.0也将于
下个月举行颁奖典礼，表扬各族同胞间互相
关怀的情谊。
本会也将于今年9月19日在吉隆坡大华
酒店举行115周年会庆晚宴，今年的会庆将
以各民族为主题，体现马来西亚多元社会风
情，届时，我们欢迎也非常期待会员们参与
这场盛会、共襄盛举。
希盟政府在首相敦马哈迪的领导下，虽
然世界经济充满变数，我们期望马来西亚社
会将稳步向前。作为工商业界的一员，我们
调整思维，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继续保持
自身的竞争力。
古语有说，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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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鼻香，我想目前的国内外局势，或许可用
这句话来表达。
最后，我要感谢今天每一位出席的会
员 ， 你 们 的 支 持 是 我 们 持 续 努 力 的 最 大动
力。在接下来的2年任期，共同努力携手迈向
新的里程碑。

2. 覆准前期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26-5-2018）
2018年5月26日之常年会员大会记录由
张裕民律师提议，拿督黄位寅附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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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31日）
总秘书颜文钦简报本会2018年会务活动
如下：
本会33个工作组 / 专案小组（分别为工
作组18个，活动专案小组15个）于2018年内
共召开总共146 次会议。
本会在2018年内共举办74项活动，其
中包括研讨会、考察团、培训课程、慈善活
动、文教活动、拜访活动、分享交流会、接
待代表团及会庆晚宴等。活动报告都详载在
常年报告书里。
经过翻新的成枫堂在去年5月下旬召开
的会员大会正式启用，至今已有一年。同
时，本大厦外围装修工程也在去年7月中旬完
成。
在礼堂右侧的“领航馆”，在筹备一
年时间终于在去年底完工，并在今年2月6日
的“新春大团拜”活动中，由首相敦马哈迪
正式开幕。此馆记载本会百年会史，包括本
会史略、重大事件、历届会长简介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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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先贤路名地图及文物等，是个非常值得
参观的历史走廊。
目前正进行“领航馆”网页制作，将硬
体展示资料转为软体在线版本，以提供一个
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本会的历史。同时，本会
也计划将此“领航馆”的资料出版成书，由
马大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MCRC）团队
协助编写，马大出版社协助出版，预计在今
年杪完成出版工作。

A.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

5.1 提供拨款供推动国民团结活动，以及
扣税优惠予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提供拨款供推
动国民团结活动，以及扣税
优惠予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案由

： 社会一些团体和企业常因缺
乏资金和奖励而忽略或放弃
进行促进国民团结及多元社
会和谐共存的活动。

财政拿督郑生金简报如下：
本会底楼装修工程于2018年2月份开
始动工及5月份完工，装修基金共筹获RM
2,900,000.00（对象为本会名誉会长、顾问及
董事）。经扣除装修费用RM2,777,402.00，
尚有结存RM122,598.00。

然而，自独立以来，多元族
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
多元语言为马来西亚的特
点。促进全民团结、种族
和谐活动有助于强化各族群
的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同
时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及归属
感，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和
国家安全，促进国家繁荣昌
盛。

本 会 2 0 1 8 年 全 年 财 务 总 收 入
RM2,946,417.00，全年总开销（包括折旧）
RM3,378,865.00，不敷为RM432,151.00。
本会财务报告不敷的原因包括：本会
底楼装修费归纳于资产项目处理。有鉴 于
此，资产的折旧相对的增加至RM647,017.00
（2017: RM154,844.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之会务报告及财务
报告由陈嘉斌律师提议，锺秉宏附议下，获
大会一致通过接纳。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署，国民团结与和
谐局。

5.2 有效补助社会福利慈善团体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有效补助社会
福利慈善团体。

案由

： 将现代公益意识纳入道德教
育与宣传体系，以及融入企
业和社区文化等推动措施，
有助志愿精神与社会责任意
识深入人心，把爱国与爱社
会统一起来。

4. 委任审计师
大会一致通过邱维斌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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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案
大会经讨论后，经李昭汉（雪隆咖啡茶
业公会）提议，陈棋雄附议下，一致通过以
下9项提案：

目前企业或个人捐款最高
是收入的7%能享有扣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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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若能提高有关数额将可
鼓励更多私人企业和社会人
士履行社会责任。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降低房地产开
发和房地产投资征税、收费
和合规成本。

增加预算案拨款补助，税收
减免，加强对福利慈善团体
的组织管理、自律建设等政
策，不但能确保有关团体的
持续性和运作正常，还能照
顾及维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
本生活素质及需要。

案由

： 在过去几年，所有房地产征
税、收费、费用和合规成本
都有增无减。在销售速度为
目标的上升经济中，这些成
本上涨可以通过不断上扬
的定价来吸收。这些升级的
成本现已影响到可负担性和
可行性。再加上过去几年充
满挑战的经济环境，我国房
地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未售出的房屋和产业数
量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立
即检讨所有不公平的征税、
收费和合规成本增长，以确
保房地产业的持续生存和实
现可负担性定价。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

5.3 采用世界级城市的发展密度于2040年
吉隆坡大蓝图，让吉隆坡成为一个宜
居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提案

案由

： 本会呼吁政府采用世界级城
市的发展密度于2040年吉隆
坡大蓝图，让吉隆坡成为一
个宜居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 为了逆转郊区蔓延，我们应
该采取鼓励紧凑城市中心发
展的新趋势。紧凑城市中心
发展概念是以高密度的综合
混合用途开发为基础，以使
这些开发在商业上可行并且
价格合理。大吉隆坡的1千
万预计人口属于太低，将导
致土地利用率低。我们需要
承担一个更加强大和有雄心
的人口预测。

解决办法 ： 致函联邦直辖区部，进行对
话交流。

5.4 降低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投资征税、
收费和合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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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 ： 致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B.

工商业发展课题

5.5 呼吁国家银行采取更开放政策及提供
更友善的环境予本地金融科技初创企
业
提案

： 本会呼吁国家银行采取更开
放政策及提供更友善的环境
予本地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案由

： 政府正逐步开放更多市场予
国外金融科技企业参与，如
腾讯、阿里巴巴等。对于本
地金融科技企业，尤其初创
企业而言须面临繁琐的申请
政策和更竞争商业环境的严
峻挑战，直接影响其业务发
展及竞争性。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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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等国之间的竞争
力。相比之下，各国继续通
过维持或降低企业所得税率
来刺激经济并吸引外来直接
投资。

金融科技行业与其他领域科
技行业不同。未经相关机构
批准，例如国家银行，将可
能不被允许在市场上运营。
冗长的申请时间致使一些初
创业者被迫延迟推行公司产
品，一些机构可能获得执照
后，却无法继续营运等等。
因此，本会建议政府应该放
宽申请条例，先让初创企业
尝试经营后才申请执照。
解决办法 ： 致函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积
极争取与国家银行对话，
以便协助提呈建议有效实施
及发展马来西亚金融科技行
业。

C. 税务课题
5.6 提高中小企业享有17%公司税的可征
税收入门槛
提案

案由

： 本会呼吁政府将中小企业可
征税收入的首50万令吉提高
至100万令吉，以享有17%
的公司税率。
： 2019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符
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就其首个
50万令吉的可征税收入享
有的优惠税率将从18%降至
17%，并已生效。
为了协助中小企业发展，
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先进国家
的税制趋势，我国应调降公
司税以保持竞争力。政府受
促将公司税调降以提升本地
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如新加
坡（17%）、汶莱（18.5%
）、泰国（20%）、越南

马币疲弱已造成我国企业出
口优势受到冲击，较低的公
司税率可帮助企业通过进行
更多促进生产力的投资来提
高竞争力。此外，税率减免
政策可吸引外来投资，带来
高工资、更多的就业机会以
及刺激国家经济发展。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

D. 人力资源发展课题
5.7 简化外劳政策和管理，以及加速检
讨所有有关外劳的政策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简化外劳政策
和管理，以及加速检讨所有
有关外劳的政策。

案由

： 目前，有两个政府部门处理
有关外劳问题。因此有需要
集中在单一政府部门下简化
有关外劳政策和管理，以解
决目前的外劳短缺问题。
本会建议建立单一网上或线
上处理和审批系统，以让雇
主雇佣外劳。为了达致国家
的经济宏愿和抱负，因此需
要制定一项全面性的外劳政
策。
因政府中止雇主增加引进
孟加拉和尼泊尔外劳，以
及线上申请外劳招聘系统
（SPPA），许多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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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9年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面对招聘以及引进外劳的问
题。有关SPPA的中止，以
及尼泊尔政府中止输出外劳
情况造成拥有外劳入境签证
以及准证的雇主面对损失。
目前没有公布替代方案及处
理之前SPPA进行中的申请
及处理审批的系统。这两个
国家是主要工商界需要的外
劳输出国。雇主和外劳皆受
到这悬而未决的问题所带来
的冲击，进而影响国家的经
济发展。
解决办法 ： 致函内政部，人力资源部。

5.8 尽速于今年内公布承认统考的研究
报告
提案

案由

： 本会呼吁政府尽速于今年内
公布承认统考的研究报告。
： 随着统考文凭日渐受到海外
大专学府及国内私立高等学
府的承认及肯定，以及大马
与中国两国互相承认大学学
位等正面发展下，统考文凭
应予法定地位，这有助于开
拓独中生的升学管道。
承认统考文凭作为入学资格
的措施，有助于鼓励独中生
在国立高等学府深造后成为
公务员，加强及促进我国社
会的一体化。同时，给予统
考文凭的肯定也将协助栽培
合格师资，以解决华小师资
及国小华文师资短缺问题，
进而培养更具竞争力及优秀
的未来栋梁，协助推动国家
的建设及发展。

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是希盟
政府在竞选宣言里向人民承
诺的条件之一，因此政府应
尽速落实此诺言，以取信于
民，让华裔子弟享有相应的
升学或者就业的平等机会，
并将华教纳入国家教育体制
内。
解决办法 ： 致函教育部。

E. 民生治安
5.9 加强遏阻罪案发生的防范措施，尤
其是增加巡逻警察和教育醒觉运动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加强遏阻罪案
发生的防范措施，尤其是
增加巡逻警察和教育醒觉运
动。

案由

： 虽然我国警方及相关单位积
极展开行动严打罪案，但效
果不彰显。败坏的治安不但
危及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同
时扰乱社会的安宁与和平，
严重影响外资及游客前来我
国投资及旅游的信心。
我国目前有65%的警察从事
文职工作，本会呼吁政府调
动更多警力执行巡逻任务、
加强教育醒觉运动、仿效外
国警察必须佩戴相机，确保
不法分子无机可乘。防范于
未然和竭力打击罪案，有利
打造美好和安全的生活环
境。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内政部，并与警
方对话。
散会时间：下午1时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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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常年会员大会提案进展报告
(1) 提 供 拨 款 供 推 动 国 民 团 结 活
动，以及扣税优惠予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首
相署和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吁
请政府提供拨款供推动国民团
结活动，以及扣税优惠予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
本会也于2019年1月9日礼貌拜
会雪州州务大臣时提出了有关
课题。

(2) 有效补助社会福利慈善团体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财
政部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吁请政府有效补助社会福
利慈善团体。
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宣
布，对慈善活动的捐款之税收
减免上限将从目前纳税人总收
入的7%增加至10%。

(3) 采用世界级城市的发展密度于
2040年吉隆坡大蓝图，让吉
隆坡成为一个宜居和充满活力
的城市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联
邦直辖区部，吁请政府采用世
界级城市的发展密度于2040年
吉隆坡大蓝图，让吉隆坡成为
一个宜居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本会也于2019年5月7日礼貌拜
会联邦直辖区部长时提出了有
关课题。

(4) 降低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投资
征税、收费和合规成本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吁请政府降
低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投资征
税、收费和合规成本。
本会也已将此提案提呈予中总
第73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5) 呼吁国家银行采取更开放政策
及提供更友善的环境予本地金
融科技初创企业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马
来西亚国家银行，吁请国家银
行采取更开放政策及提供更友
善的环境予本地金融科技初创
企业。
本会金融科技及资本市场组也
于2019年10月16日与国家银行
的代表会面，以进一步讨论有
关课题。

(6) 提高中小企业享有17%公司税
的可征税收入门槛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财
政部，吁请政府将中小企业可
征税收入的首50万令吉提高至
100万令吉，以享有17%的公
司税率。
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宣
布，被征收17%税率的可征税
收入限额从最高50万令吉提高
至6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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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常年会员大会提案进展报告
(7) 简化外劳政策和管理，以及加
速检讨所有有关外劳的政策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内
政部和人力资源部，吁请政府
简化外劳政策和管理，以及加
速检讨所有有关外劳的政策。
本会也已将此提案提呈予中总
第73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8) 尽速于今年内公布承认统考的
研究报告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教
育部，吁请政府尽速于今年内
公布承认统考的研究报告。
时任教育部长马智礼博士于
2019年11月26日表示，有关团
队正在准备承认统考研究报告
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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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 强 遏 阻 罪 案 发 生 的 防 范 措
施，尤其是增加巡逻警察和教
育醒觉运动
进展 ： 本会于2019年6月26日致函首
相和内政部，吁请政府加强遏
阻罪案发生的防范措施，尤其
是增加巡逻警察和教育醒觉运
动。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2019年    
9月19日表示，政府已同意让
执法人员如警方、移民局和关
税局官员配戴随身摄录机。

KLSCCCI
Annual Report
2019

会员名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会共有会员
2,654名，计有商团会员81名、公司会员2,223
、个人会员204名、附属会员146名。在2,654
名会员中，有13名杰出会员；710名普通会

1.1.2019
年初

2019年内
入会

合计

商团会员

80

2

82

商号会员

2,102

156

个人会员

198

附属会员

类别

小计

员；1,931名永久会员，其中包括69名商团会
员、1,637名公司会员、139名个人会员，以
及86名附属会员。
（请见附表）

2019年
退会

31.12.2019年终在籍会员

合计

普通

永久

杰出

1

12

69

-

81

2,258

35

576

1,637

10

2,223

8

206

2

63

139

2

204

142

11

153

7

59

86

1

146

2,522

177

2,699

45

710

1,931

13

2,654

本会于2010年1月16日修改章程，增
设“杰出会员”，此类会员是受董事 会 邀
请。经本会2017年常年会员大会通过章程修
订并获社团注册官批准下，年捐分为6类，即

(A) 马币二十万元；(B) 马币十万元；(C) 马
币五万元及 (D) 马币二万元 ；(E) 马币一万元
及 (F) 马币五千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会共有13名杰出会员，分别如下：

杰出会员-类别C
序

公司名称

代 表

1.

天安保险（马）有限公司 Kurnia Insurans (M) Bhd.

丹斯里拿督巴杜卡柯善逵

2.

征阳集团 Sunsuria Berhad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3.

合营制钢私人有限公司 Amsteel Mills Sdn. Bhd.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杰出会员-类别D
序

公司名称 / 个人

代 表

1.

Parkson Holdings Berhad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2.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M) Bhd.

张敏先生

2019年常年报告书

11

会员名额
杰出会员-类别E
序

公司名称 / 个人

代 表

1.

Triple Equity Sdn. Bhd.

拿督黄振兴

2.

JCHEM Engineering Sdn. Bhd.

拿督曾茂旺

3.

Novamas Properties Sdn. Bhd.

傅桂洋先生

4.

Singular Capital Management & Research Sdn. Bhd.

张国林硕士

5.

Benecap Sdn. Bhd.

李有全硕士

6.

Vitameal Sdn. Bhd.

拿督林泰顺

7.

蔡文洲律师

8.

邱煜峰先生

隆雪中总会员分析
隆雪中总2,573位公司及个人会员（除了81位商团会员）
中，其行业分别为制造业、贸易及进出口行业、批发及零
售业、服务业、建筑，物业及建材等。以下为会员行业的比
率：
序

业务范围

比率 (%)

会员人数

1.

制造业

14.13%

375

2.

贸易及进出口行业

24.04%

638

3.

批发及零售业

10.78%

286

4.

服务业*

31.35%

832

5.

建筑，物业及建材相关

13.90%

369

6.

其他行业

19.59%

520

*包括法律，会计，科技，金融，投资，物流，旅游，广告等
备注：会员业务范围可能重叠

12

2019年常年报告书

会议种类及次数
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会所召开之各项会议如下：
1.

常年会员大会 1 次

20. 国民团结组会议 7 次

2.

董事会议 6 次

21. 提案小组会议 1 次

3.

总务组会议 6 次

22. 115周年会庆晚宴小组会议 8 次

4.

财务策划组会议 1 次

23. 商讯编委会会议 1 次

5.

工业组会议 6 次

24. 《企业达人2.0 – 智慧传承》筹委会会议
3次

6.

商业组会议 3 次

7.

法律组会议 2 次

25. 福利组属下「慈善高尔夫球赛、慈善晚
宴筹备小组」会议 8 次

8.

福利组会议 6 次

26. 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 1 次

9.

文教组会议 3 次

27. 2019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商业峰会筹委
会会议 9 次

10.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会议 6 次
28. 会员嘉年华日筹委会会议 4 次
11. 数字经济组会议 4 次
29. 《英雄奖3.0》筹委会会议 2 次
12. 农业及原产业组会议 3 次
30. 2018~2019年度大厦管理委员会会议 2 次
13. 金融与资本市场组会议 1 次
14. 青商团会议 4 次

31. 2019~2020年度大厦管理委员会常年会
员大会 1 次

15. 建筑及地产组会议 3 次

32. 2019~2020年度大厦管理委员会会议 5 次

16. 女企业家组会议 3 次

33. 领航馆筹备小组讨论会议 3 次

17.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会议 1 次

34. 讨论各工作组活动策划会议 2 次

18.

35. ISO 9001 : 2015管理审查会议 1 次

马中经贸委员会会议 2 次

19. 广招会员小组会议 2 次

36. 各类活动讨论会议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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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出版刊物
商讯
本会从第368期开始改以电子
版商讯传达予会员，并从第369期
开始改为每月出版。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本会商讯已出版至第378
期。商讯的内容主要著重报导各项

10-12

会务活动、介绍新会员、商情报告、时事报导、国内
外商展讯息、经营策略、贸易机会、科技资讯及人力
资源发展等文章，供会员参考，并且传达讯息，作为
本会与会员沟通的桥梁。
会员可浏览本会网站www.chinesechamber.org.my
获得 / 下载商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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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文告
2019年6月2日
泰山殒落: 追悼丹斯里拿督李深静
本会对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李深静于
2019年6月1日不幸辞逝，表示深切哀悼与惋
惜。
丹斯里拿督李深静是在1985年加入本会
成为董事，曾经担任工业组主任，并于1991
年至1997年担任副会长一职，1997年至2002
年期间担任顾问，从2012年开始受委为本会
名誉会长。
在担任董事和副会长期间，丹斯里拿
督李深静积极配合商会领导推动发展工商经
济活动，包括筹办“华商经济研讨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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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华裔工商界应采取之经济发展策略；推动
“购买国货运动”，协助振兴国家经济；提
呈工业大蓝图备忘录予政府；提呈中小型工
业地备忘录予雪州政府，以争取土地供中小
型工业发展；成立商业仲裁庭；协办“华人
经济大会”以及协助筹建本会位于安邦路的
隆雪中总大厦等。
丹斯里拿督李深静不单是一位白手起
家的成功企业家，也是知名的慈善家和教育
家，生前热心公益和关心教育，贡献良多，
堪为企业家表率。
对于丹斯里拿督李深静的离世，本会全
体同仁深感痛心，并对其一生为本会和社会
所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9 年 主 要 会 务
财政部长与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
己亥年新春大团拜
财政部长林冠英与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
于2019年2月6日（年初二、星期三）上午10
时至中午12时在中华总商会大厦首次联办了
一项“己亥年新春大团拜”，由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与本会联合承办。活动主宾为马来
西亚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己亥年新春大团拜”出席嘉宾包括我
国副首相、正副部长、政府机构官员、外国
驻马大使、国会议员、各个商会以及企业代
表，同时也迎来国内各族同胞共襄盛举欢庆
农历新年，体现我国多元种族和文化的 特
色。当天出席人数估计多达3,000人，场面盛
大。
两位主人家财政部长林冠英和马来西亚
全国总商会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致 词
后，所有贵宾即一同捞生，象征着步步 高
升、好运连连的好预兆。

115周年会庆联欢晚宴
本会于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晚上7
时30分假大华酒店宴会厅举办115周年会庆联
欢晚宴。当晚筵开100桌，出席嘉宾及会员逾
千人，场面热闹。晚宴主宾为联邦直辖区部
长卡立阿都沙末，其他出席嘉宾包括吉隆坡
市长拿督诺希山、各州中华总商会代表、日
本驻马大使贤伉俪、友会、媒体、赞助商、
政府部门代表、会员等等。配合晚宴主题“
喜悦迎多元，齐心庆团结”，当晚出席来宾
受邀穿着不同种族的传统服装赴宴，展现马
来西亚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

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在晚宴上致
词时表示，“2020年吉隆坡大蓝图”目标为
让吉隆坡成为生活、工作及商业环境水平更
高的世界级城市。惟吉隆坡的人口密度比其
他城市低。若有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市内，不
仅能够节省交通往返时间，还可催化城市的
商业和其他活动。因此建议政府提高吉隆坡
的容积率，以容纳更多的居民，并提高基础
建设与公共设施的使用率。
他指出，交通的连接性对于发展城市非
常重要。捷运第二路线正在进行将可更加完
善巴生谷的交通网络。然而，大部分的交通
网络聚集在市中心，郊区的还不完整。交通
规划需要更加关注最后一英里的衔接。
会长也在宴会上表扬和感恩为人师表的
父母亲戴奉锦和黄月英，因为父母毕生奉献
华教，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阿都沙末在晚宴上
致词时回应表示，他会接受并加以探讨本会
对于吉隆坡发展的建议。此外，他希望马来
西亚人民不会支持国内的激进分子，也不会
受到他们的影响。部长有信心马来西亚人民
不会轻易受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所影响，因
为国人享受这个国家的多元优势。
由拿督郑生金为首的115周年会庆晚宴小
组于当天晚宴安排的节目活动尚包括舞蹈表
演、Tiga Soul演唱多首各语言曲目、别开生
面的董事合唱Rasa Sayang、切蛋糕与敬酒仪
式、颁发最佳服装奖予5位得奖者，以及多达
22份桌奖、55份个人奖及7份个人幸运大奖的
幸运抽奖环节。本会除了准备显现三大民族
的美味佳肴外，也提供各类洋酒、啤酒和中
国贵州茅台鸡尾酒让宾客尽情享用。

在晚宴开始前，董事们已先于傍晚6时30
分抵达会场迎宾，并与宾客交谊。晚宴较后
即在奏国歌和序幕表演后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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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主 要 会 务
本会感谢晚宴现金赞助商，所有报效及
赞助抽奖奖品的商家。有关奖品报效及赞助
名单如下：

钻石赞助商 (RM100,000)
w 征阳集团
w 全利资源有限公司

宝石赞助商 (RM50,000)
w 杨忠礼机构
w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w 联昌银行
w 中信征阳有限公司与
马来西亚中国建设银行
w 丰隆银行
w 汇丰银行
w KSK Group Berhad
w 顶级手套有限公司

白金赞助商 (RM30,000)
w 安联银行

礼品赞助商
w Berjaya Starbucks Coffee Company
a 星巴克买一送一礼券
w 宝利机构
a 最佳服装奖品
w 焦点眼镜
a RM50现金礼券 + 免费验眼
w Golden Scoop Sdn. Bhd.
a 1,200 勺冰淇淋
w 大马海尼根有限公司
a 啤酒赞助
w Hovando Holidays Sdn. Bhd.
a Love Travel现金礼券
w 贵州茅台集团
a 全场鸡尾酒
w OSIM (M) Sdn. Bhd.
a OSIM uLove 2四手天王按摩椅赠送
精美茶具礼券
w Secret Recipe Cakes & Cafe Sdn. Bhd.
a 蛋糕赞助

w 吉隆坡甲洞有限公司

幸运桌奖奖品报效名单

w 金狮集团

w Bandar Utama City Sdn. Bhd.
a 20张OneCard 礼品券

w Magnum 4D Berhad
w 大华银行

金赞助商 (RM20,000)
w 大达机构有限公司
w 马来亚银行
w 华侨银行
w 义利有限公司

银赞助商 (RM10,000)
w 广源机械五金（1976）有限公司

w 余仁生（1959）私人有限公司
a 10盒余仁生银杏叶鸡精
w Golden Scoop Sdn. Bhd.
a 10份Baskin-Robbins趣乐包
w Hap Seng Star Sdn. Bhd.
a 20份Bobino绕线器
w 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a 10个礼篮
w 瑞泰企业有限公司
a 30份精美桌布及10张野餐垫
w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a 88包班兰白咖喱面及 12包蒜香芝麻
清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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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主 要 会 务
幸运个人奖奖品报效名单
w OSIM (M) Sdn. Bhd.
a 四手天王按摩椅
w 征阳集团
a Focus Point 现金礼券RM5,000
w 多美金钻珠宝机构有限公司
a 18K WG蓝拓铂钻石吊坠
w 振源电器有限公司
a 1台三星Galaxy Note 10手机
w 中国南方航空
a 2张吉隆坡至广州往返经济舱机票
w 张裕民律师
a 1台Sharp 50” LED电视机
w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a 1张吉隆坡至北京往返经济舱机票
w Arissto (Malaysia) Sdn. Bhd.
a 2台ARISSTO Happy Maker咖啡机
w Beryl’s Chocolate & Confectionery Sdn.
Bhd.
a 5个Beryl’s巧克力礼篮
w Focus Point Holdings Berhad
a

7副HISPTER太阳眼镜

w 新兴电器（吉隆坡）有限公司
a 新兴电器现金礼券 (RM 2,000)
w Sri Seltra Sdn. Bhd.
a 1台手足踏板运动自行车
w Super Artemia Sdn. Bhd.
a 1台Khind电饭锅
w The Majestic Hotel Kuala Lumpur
a 1份2天1夜住宿礼券（2人包早餐）
w The Ruma Hotel And Residences
a 2份双人豪华房住宿礼券
w 通运旅游有限公司
a 2人3天2夜曼谷自由行配套
w 叶启昌砖厂（峇登加里）有限公司
a 3 支电风扇
a 1支Midea电风扇和背包
a 1个Faber热水电锅
a 1个Hitachi热水电锅
a 1个Midea热水电锅
a 1个食物储存具
a 1套茶具
a 1盒早餐餐具
a 2盒迪士尼主题餐具
a 1套Prestige玻璃杯

w Fraser & Neave Holdings Bhd.
a

3份F&N产品礼袋

w GoodMorning Global Sdn. Bhd.
a 10个礼盒
w 海鸥企业有限公司
a 1瓶羊城牌5公升特大巴戟酒
w Khind Holdings Berhad
a 1台Khind Winter Snow电风扇
w 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
a 2 个茶叶礼篮
w 贵州茅台集团
a 2瓶贵州茅台酒
w 紫藤经贸企业有限公司
a 5盒Canes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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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提案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业，尤其初创企业而言，须面临
繁琐的申请政策和高度竞争环境
的严峻挑战，直接影响其业务发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73届常年会员代
表大会于2019年7月31日（星期三）上午9时
假雪兰莪莎阿南实达城会展中心举行。大会
一致通过29项提案，其中9项提案是由本会单
独或联合其他各州友会提出如下：

展及竞争性。金融科技行业与其
他领域科技行业不同，未经相关
机构批准，例如国家银行，将可
能不被允许在市场上运营。冗长
的申请时间致使一些初创业者被
迫延迟推行公司产品，一些机构
可能获得执照后，却无法继续营
运等等。因此，大会建议政府放
宽申请条例，先让初创企业尝试
经营后才申请执照。

A.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
2.

5.

提案 ： 大会吁请政府坚决捍卫联邦宪法
保障各族群各宗教的权益、地位
和自由，维护社会和谐；同时呼
吁政府拨款推行国民团结活动，
并提供扣税优惠予企业社会责任
项目，以强化公民意识与爱国精
神，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促进国家繁荣昌盛。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采用世界级城市发
展密度的标准于拟定2040年吉隆
坡大蓝图，让吉隆坡成为一个宜
居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案由 ： 为了逆转郊区蔓延，政府应该采
取鼓励紧凑城市中心发展的新趋
势。紧凑城市中心发展概念是以
高密度的综合混合用途开发为基
础，以使这些开发在商业上可行
并且价格合理。2040年大吉隆
坡地区的1千万人口预计过于保
守，这将导致土地利用率低，我
们需要承担一个更加强大和有雄
心的人口预测。

B. 工商业、农业发展课题
9.

提案 ：大会呼吁国家银行采取更开放政
策及提供更友善的环境予本地金
融科技初创企业。
案由 ： 政府正逐步开放更多市场予国外
金融科技企业参与，如腾讯、阿
里巴巴等。对于本地金融科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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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税务
11.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逐步降低公司所
得税，在2020评估年由24%降
至23%，并把中小企业征税收入
首200万令吉只征收15%的公司
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吁请
政府把自动减免的个人负担，由
RM9,000提高至RM10,000。
12.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降低房地产开发和
房地产投资征税、收费和合规成
本。
案由 ： 在过去几年，所有房地产征税、
收费、费用和合规成本都有增无
减。在销售速度为目标的上升经
济中，成本上涨可以通过不断上
扬的定价来吸收。这些升级的
成本现已影响到可负担性和可行
性，再加上近年经济环境充满挑
战，我国房地产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未售出的房屋和产业
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立即
检讨所有不公平的征税、收费和
合规成本增长，以确保房地产业
持续生存和实现可负担性定价。

呈提案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13. 提案 ： 大会吁请政府提高捐款予慈善用
途可扣除所得税的顶限，从目前
个人总收入的7%和公司总收入
的10%分别提高到15%和20%，
并有效补助社会福利慈善团体。
案由 ： 根据现有所得税法令第44(6)条
文，捐款予慈善团体的扣税额分
别为个人总收入的7%和公司总
收入的10%。这样的顶限未免太
局限，政府应该鼓励纳税人，包
括个人与公司更加积极投入社会
慈善事业。目前的顶限，比起周
边国家要低，譬如香港允许35%
扣税额。若能提高有关数额，将
可鼓励更多社会人士和私人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此外，增加预
算案拨款补助、税收减免、加强
对福利慈善团体的组织管理等政
策，不但能确保有关团体的持续
性和运作正常，还能照顾及维持
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素质及
需要。

D. 人力资源发展
15.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研拟大马对外劳所
需之长远计划，简化外劳聘用和
管理程序，并加速检讨所有外劳
的政策；大会也呼吁政府冻结调
涨外劳人头税，为期三年，以减
轻雇主的负担。所征收之部分人
头税，应用在资助雇员培训、提
升技能及促进企业自动化转型。

案由 ： 我国长期面对劳工短缺问题，包
括繁琐冗长的申请程序和外籍工
人供应短缺，不断加重业者的成
本负担，也严重扰乱和影响业务
运作。更高的经营成本，最终将
转嫁给消费者并增加人民的生活
成本。政府应和工商界共议外劳
课题，了解问题，以制定一套
全方位及明确政策，一劳永逸地
解决外劳课题。目前多个政府部
门及机构涉及处理外劳，建议政
府集中在单一部门下一站式线上
处理和审批外劳，提高效率，这
也能统一建立外劳在大马的数据
库，杜绝非法外劳的滞留。
17.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尽速在今年内公布
对承认统考文凭的研究报告，尽
快兑现诺言，承认统考文凭，取
信于民，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参与国家建设及发展。

F. 治安
27.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加强遏阻罪案发生
的防范措施，尤其是增加巡逻警
察和教育醒觉运动，塑造安全可
靠的投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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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2019年接待国内外代表团名单
日期

莅访贵宾 / 代表团

接待

08/01/2019 雪兰莪暨吉隆坡机械五金商公会代表团 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及董事
15/01/2019 尼泊尔大使馆代办莅访

商业组主任拿督张兴庆及董事

06/03/2019 雪州内陆税收局代表团

总秘书颜文钦及董事

19/03/2019 加纳驻马最高专员莅访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19/03/2019 福建省进出口商会代表团

总秘书颜文钦及董事

27/03/2019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代表团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吴子联及组员

16/04/2019 肯尼亚驻马最高专员莅访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25/04/2019 香港圣公会林裘谋中学代表团

董事蔡少杰博士及拿督黄位寅

23/05/2019 马来西亚企业监管机构代表团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19/07/2019 澳门北区工商联会代表团

副会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邱维
斌、董事、组员及会员

27/08/2019 吉隆坡永春会馆代表团

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及董事

21/10/2019 浙江省经贸代表团

副会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邱维斌
及董事

22/10/2019 中国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

副会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邱维斌
及董事

05/11/2019 厦门市贸促会代表团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20/11/2019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青商团代表团

青商团团长锺秉宏及团员

05/12/2019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术研究中心代表团
10/12/2019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代表团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吴子联及组员

11/12/2019 辽宁省鞍山市代表团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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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组
年度赞助商
为筹募本会活动经费，本会征求到中国银行
继续成为本会尊贵赞助商。中国银行于2019年赞
助数额为RM150,000。

《笑盈人间》2019年国际相声艺术
交流大汇演
为配合庆祝马中建交45周年纪念，多
个文化艺术及教育团体，共同举办《笑盈人
间》2019年国际相声艺术交流大汇演。中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为支持单位及马来西亚儒商
协会为主催单位。此活动订于2019年7月7日
（星期日）晚上7时正假马来西亚吉隆坡循人中
学大礼堂举办，本会为上述交流汇演联办单位之
一。
本会委派文教组主任蔡元禄代表本会出任工
委会成员。

本会ISO 9001 : 2018品管系统验证
本会ISO 9001 : 2018品管系统之内部管理审
查会议于2019年10月4日（星期五）上午11时30
分于本会会议室召开。至于外部稽核则于2019年
11月4日（星期一）于本会会议室进行。2019年
的品管系统之外部稽核没有发现不符合点。

讨论协调各组活动策划
本会总秘书于2019年召开与各工作组主任会
议，以讨论及协调本会全年活动策划。有关会议
分别于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下午2时30分在
本会黄琢齐会议室及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中
午12时30分在本会会议室举行。
有关会议达致以下建议项目：
（1） 各工作组活动须尽量协调以避免活动重叠
或某个月份的活动与会议太密集。同时，
也可考虑每周设定一或两天无活动 / 会议
日。
（2） 为了改善内部沟通，秘书处定期于每个月

初将活动及会议列表电邮予全体
董事参阅。
（3） 有关本会董事分组名单安排董事
轮流负责本会的接待外宾、拜访
各州中总或商团会员及代表本会
出席高层次宴会 / 活动，秘书处已
整理董事代表本会出席宴会、活
动及接待外宾记录供会议参阅。
若有关组长或成员未克出席，
须自行负责找其他组长或成员轮
替。
（4） 建议日后尽量协调各组不要在同
一天同一时间里举办两场活动，
以避免分散出席人潮、本会董事
和秘书处工作人员。

会员参与本会活动事宜
本会经常在举办活动时，面对活动
出席人数不足问题。因此针对本会2019年
度举办活动，会员参与整理分析报告，供
董事会讨论。
总秘书表示根据分析，出席本会活
动的活跃会员只占11%，因此有必要探讨
其原因及如何改善会员的出席率。
有董事指出活动开始的时间也是其
中一项影响出席的因素，如早上9点开始
的活动，对于离市中心较远的会员须面对
堵车情况。建议将活动开始时间避开上班
高峰期。

2019年活动及会议次数
本会于2019年举办78项活动，其中
包括讲座会、研讨会、说明会、商机交
流、考察团、会员交流晚宴、周年会庆晚
宴、参观活动、拜访活动、青商活动、慈
善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国民团结活动
等。详情请参阅各工作组报告。
本会于2019年共召开133次会议，详
情请参阅第13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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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组
会所管理报告
本 大 厦 管 理 委 员
（Wisma Chinese Chamber
Management Corporation）于
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下午
4时30分召开第9次常年大会。
代表本会所属楼层出席会议的
董事分别为：拿督郑生金（B1,
B2, B3）、锺秉宏（底楼）、
陈嘉斌律师（1楼）及颜文钦
（7楼）。大会也选出3位管理
委员会成员，分别为蔡文洲律
师（6楼）、颜文钦（7楼）及
邱维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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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楼面出租作办公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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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2平方尺，设备齐全及装修新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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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4,063平方尺。

本会所属楼层
楼层

面积
（平方尺）

用途

租户

7th Floor

9,592

秘书处

—

7th Floor

2,780

秘书处

Guide Stone Consultancy S/B

7th Floor

2,179

秘书处

Probid Resources S/B

1st Floor

3,720

秘书处

1st Floor

2,196

秘书处

1st Floor

3,294

秘书处

—

G. Floor

1,490

展示 /
办公室

MT International Trading S/B

—
HBL (M)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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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各项官方会议
日期

22

会议

出席代表
（恕不称呼）

18-1-2019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雪州国际商展会筹委会会议

萧健皓、曾茂旺、 王伟雄

12-3-2019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雪州国际商展会筹委会会议

曾茂旺

1-7-2019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雪州国际商展会筹委会会议

萧健皓、曾茂旺、 王伟雄

21-8-2019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雪州国际商展会筹委会会议

萧健皓、曾茂旺、 王伟雄

1-10-2019

雪州投资中心召开雪州国际商展会筹委会会议

萧健皓、曾茂旺、 王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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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组
领航馆
本会在底楼设立的领航馆自2018年杪完工后至2019年之参访名单：

日期

莅访者

相关活动

1

19-7-2018

各州中总代表

2

21-7-2018

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3

23-10-2018 台湾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吴俊良及侨 台湾侨委会经贸巡回讲座
委会代表
“智慧转型—工业4.0”

4

29-10-2018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YB王建民博士

2019年预算案展望座谈会 ~
国家需要 VS 全民需要

5

19-11-2018 中国河南省贸促会经贸代表团（副会长胡金宝）

中国（河南）-马来西亚“海
上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会

6

22-11-2018 马来西亚国民团结及融合局营运副总监拿督阿都卡 《英雄奖》3.0推介礼
林、PERPADUAN官员

7

28-11-2018 中国上海代表团（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宋彬）

8

11-12-2018 中国长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代表团

9

14-12-2018 中国侨联代表团（隋军副主席）

10

20-12-2018 香港圣公会圣匠中学

领航馆启动仪式

11

8-1-2019

雪隆机械五金商公会代表团

12

19-1-2019

原产业部长YB郭素沁

13

31-1-2019

马来西亚旅华同学会

14

6-2-2019

YA B 首 相 敦 马 哈 迪 医 生 、 财 政 部 长 Y B 林 冠 英 伉 己亥年新春大团拜
俪、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副部长YBM东姑朱比
里、YB林吉祥，以及政府机构官员、驻马来西亚外
交使节、企业领袖、媒体高层、各个商会代表等

15

19-2-2019

马来西亚日本贸工商会（JACTIM）

16

20-2-2019

新加坡旅游局代表

17

11-3-2019

霹雳中总代表团

18

13-3-2019

本会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林源德

19

18-4-2019

韩国中华总商会（釜蔚庆分会新任会长范大福）

新春佳节慈善聚餐会

马六甲中总理事（宋德祥会长）
20

25-4-2019

香港圣公会林裘谋中学代表

21

29-4-2019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陈丁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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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组

日期

莅访者

相关活动

22

23-5-2019

马来西亚企业监管机构 （MICG）

23

28-5-2019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

24

19-7-2019

澳门北区工商联会代表团

25

9-8-2019

中国国际商会代表团（会长姜增伟）

26

27-8-2019

吉隆坡永春会馆代表团

27

3-9-2019

首相署副部长（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事务）YB拿督 派发国旗活动
威拉莫哈末法力

28

11-9-2019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青年企业家马来西亚访问团

29

17-9-2019

马来西亚连锁协会（MRCA）会长拿督斯里蔡家胜

30

9-10-2019

南美洲驻马大使（巴西、阿根廷、乌拉圭）

31

21-10-2019 中国浙江省经贸代表团

32

22-10-2019 中国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

33

5-11-2019

中国厦门市贸促会代表团

34

8-11-2019

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代表团

35

20-11-2019 马六甲中总青商团

36

5-12-2019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
代表团

37

5-12-2019

中国中华海外联谊会代表团（副会长谭天星）及中
国驻马大使馆代表刘东源领事参赞、王志民领事

38

9-12-2019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代表团（石东龙主任）

39

10-12-2019 中国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代表团

40

11-12-2019 中国辽宁省鞍山市代表团

41

20-12-2019 中国上海市总商会代表团（方加亮副会长）

42

30-12-2019 马来西亚博鰲儒商论坛筹委会成员（新纪元大学学
院莫顺宗校长、富贵集团爱心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健
发等）

领航馆网页
本会于2019年11月完成“领航馆”网页（中英版本）的制作，并已架设于本会网站之中
（http://historygallery.chinesechamber.org.my），透过此网上平台展示展馆之内容，以让更多人
了解本会百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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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组
参访马来西亚松下
集团与商机对接洽谈
本会工业组于2019
年2月22日（星期五）下
午2时30分组团参访马来
西亚松下集团（Panasonic
Malaysia）之工业配件厂
以及进行商机对接洽谈。
此活动旨在提供机会予
本会会员观摩该公司的
生产运作，以及提供商机予会员以洽谈 有
关可供应松下的材料/产品或服务。当天出
席者约35人，并获得Panasonic Management
Malaysia Sdn. Bhd.的副董事总经理井水启之
及Panasonic Industrial Devices Malaysia副董事
经理则包俊治率领接待。

参访顶级手套集团与商机对接洽谈
本会工业组于2019年4月17日（星期
三）上午11时正组团参访顶级手套集团（Top
Glove Corporation Bhd）以及进行商机对接洽
谈。此活动旨在提供机会予本会会员观摩该
公司的生产运作，以及提供商机予会员以洽
谈有关可供应顶级手套集团的材料 / 产品或
服务。当天出席者约20人，并获得顶级手套
集团的董事经理拿督李金谋率领接待。

“SIRIM-Fraunhofer制造业
提升计划”简报会
本会工业组于2019年8月8日（星期四）
下午2时30分至4时正在本会黄琢齐会议室
举办“SIRIM-Fraunhofer制造业提升计划”
简报会，旨在向会员商家介绍此计划，并深
入了解制造业如何通过参与此计划获 得 提
升。SIRIM Berhad代表徐仲庭为受邀讲师，
当天出席者约30人。

SIRIM-Fraunhofer计划是由SIRIM与
Fraunhofer研究所，德国一所顶尖的科技研
究组织合作，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力以提升本
地中小型企业及发展制造业。此计划是通过
结合科技应用和创新以协助制造业提升产品
素质、生产高价值产品、提升生产力及竞争
力。

商机交流会以及“如何利用远程遥
控以减少停机时间”分享会
本会工业组于2019年10月8日（星期
二）下午3时30分在本大厦7楼黄琢齐会议室
举办一项商机交流会以及“如何利用远程遥
控以减少停机时间”分享会。当天出席者约
30人。此商机交流会与分享会旨在促进会员
之间的交流与商机，并由马来西亚ABB公司
代表Mr. Laurent Maillefer向会员分享有关如
何利用远程遥控减少停机时间，以让会员从
中受益。

参访ABB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本会工业组于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上午10时正组团参访ABB马来西亚有限公
司，当天参与者约40人。此活动旨在提供机
会予本会会员观摩该公司的各种科技技术及
运作，以便提升生产率以及持续性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该公司也于当天设午宴招待与会
者。

2019年常年报告书

25

商业组
“了解新零售商业模式”
分享会

2019年侨务委员会东南亚经贸专题讲座：
物联网 — 引领企业智慧发展

随着科技和数字化成为全
球趋势，并且对工商企业有着巨
大的影响和改变，本会商业组于
2019年9月4日（星期三）下午2
时30分至6时15分在新兴电器进行
一场以“新零售”为主题的分享
会。这场分享会由新兴电器创办
人兼董事经理林金兴及其团队分
享有关企业数字化、无缝商业模
式、行销创新及商业智能系统，
并以新兴电器作为实例，让大家
了解上述元素如何促进公司的效
率和业务成长。

配合台湾侨务委员会“2019年经贸专题巡回讲
座”，本会商业组于2019年10月4日（星期五）上午10
时正在中华总商会大厦研讨室举办了“物联网——引
领企业智慧发展”讲座。台湾侨委会安排了台湾安勤
科技公司独立董事顾及然担任主讲人，与出席者分享
何谓物联网和5G—全球的未来趋势，并探讨企业如何
进入物联网价值链，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场讲座的出
席人数约为70人，根据意见调查，出席者对于讲师的
分享表示满意，觉得分享内容丰富充实，且讲解方式
生动有趣，获益良多。

法律组
本组在2019年继续为本会提供法律服务
工作，其中包括：

(5) 协 助 审 阅 有 关 大 厦 管 理 委 员 会 事 宜 文
件，并协助提供相关意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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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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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处理底楼新租户合约、续约或旧租户终
止租约及其他相关事宜之合约。
(3) 针对本会相关前租户积欠还原费及逾期
利息等其他费用事宜，本组提供法律意
见，并协助安排律师楼进行追讨积欠费
用程序。
(4) 协助本会审阅相关之对外文件，包括与
国内外的银行、大专院校、企业、本会
会员优惠项目合作计划等等单位签署合
作备忘录、合作协议、合约等等，并协
助提供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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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税收局之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巡回讲座
为了增进商家对此自愿申报特别计划的
了解，并鼓励他们参与，内陆税收局与中总
及马来西亚特许税务机构（CTIM）合作，从
2019年2月26日至3月12日在全国各地举行说
明会，为各地商家讲解此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同时也提高各地商家的醒觉，以避免宽限
期后的高额罚款）、相关电子商务和网上交
易课题，并希望协助解决商家所面对的税务
问题。

法律组
本会与巴生中总于2019年3月9日（星期
六）上午9时30分至中午12时30分在巴生中总
礼堂联办“自愿申报特别计划”讲座会。主
持人为中总中央理事李伟丞。两名主讲人分
别为大马德勤会计公司（Deloitte Malaysia）
执行董事谭丽君，以及内陆税收局官员尤祖
彦。此项讲座会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聆听，共
有约100位出席者。本会出席代表包括总秘
书颜文钦、巴生中总副会长兼本会法律组主
任张裕民律师、工作组成员欧家强；巴生中
总代表为该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林宽城、总秘
书戴良麟、副总秘书刘雁红及董事拿督卢顺
荣；嘉宾为内陆税收局企业服务部门主管罗
兹娜莎伊。

“土地欺诈之调查、防范及补救”
讲座
本会法律组于2019年4月20日（星期
六）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时在本会1楼研讨室
举办此项讲座会，邀请具有36年丰富经验的
退休高级警官与多位法律界专业人士前来分
享相关课题与防范措施。讲座会由法律组主
任张裕民律师致欢迎词，第二副总秘书兼法
律组顾问陈嘉斌律师为主持人，其他出席者
还包括总秘书颜文钦；第一副总秘书拿督吴
逸平；董事拿督曾茂旺、周国球。媒介语为
英语（问答时段：中、英语），参与的马来
西亚律师公会（Malaysian Bar Council）会员
可获取持续专业发展2 CPD分数 [CPD code:
T2/20042019/KLSCCCI/KL192281/2]。当天
共有约85位出席者。
第一主讲者为黄克才助理警监（退休高
级警官 - 前武吉阿曼警局商业罪案调查部首
席助理主任），讲题：土地欺诈定义、惯案
手法、如何证明、防范措施及个案分享。第
二主讲者为何富华律师（法律组副主任），
讲 题：购买前之良好行为、律师的基 本 职
责、预防欺诈方法、受害人须采取之投诉、

保护与保障产业安全的行动。第三主讲者为
赖爱秀律师（法律组组员），主要是为大家
分享著名个案。

中总企业责任条文（反贪会法令第
17A条文）讲座会
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7A新增条文将于
2020年6月正式生效。届时，若公司雇员涉
及贪腐行为，其公司也将会受到对付。有鉴
于此，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于2019
年11月1日（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1时在
本会大厦底楼成枫堂举办中总企业责任条文
（反贪会法令第17A条文）讲座会，向公司
董事、合作伙伴和商业组织管理层介绍和讲
解企业责任条文的含义和覆盖范围，以让他
们更了解即将实行的条文。
本会与巴生中华总商会为此活动的
协办单位；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为支持
单位；支持媒体包括星洲日报、南洋商
报、Star、the Sun及Malaysia SME。讲座会
媒介语为英语，参与的马来西亚律师公会
（Malaysian Bar Council）会员可获取持续专
业发展2 CPD分数（CPD code: T2/01112019/
ACCCIM/KL193417/2）。主持人是中总法
律组组员许统义律师；中总第一副总秘书兼
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致词；开幕主宾首
相署（法律）部长拿督刘伟强由其政治秘书
Martin Tommy先生代读开幕词并为大会主持
开幕。
第一主讲者为毕马威（KPMG）风险
咨询（内部稽查、风险及遵守服务）合作
伙伴兼顾问李明安。第二主讲者为大马企业
监管机构（Malaysi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副主席戴维贝里David William
Berry。当天出席人数超过150名，其中包括
律师、董事、企业高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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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组
新春佳节慈善捐献活动
配合2018年度开斋节和2019年度华人农历
新年，本会共拨出总数为7万8千300令吉的善款
捐助福利慈善团体、老人院及孤儿院，这包括
本会会员交予本会转交的4万1千950令吉善款。
受惠单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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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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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农历新年的来临，本会于2019年1月
19日（星期六）中午12时，在本会底楼成枫堂
举办年度新春佳节慈善聚餐会，邀请来自老人
院、孤儿院及慈善团体的长辈们及中、小学生
一同欢庆佳节。原产业部长YB郭素沁为聚餐会
的受邀主宾。
受邀单位包括安邦老人院（Ampang
Old
Folks Home）、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务及社
区发展协会、菩提之家（Pertubuhan Penganut
Bodhiksetra Vihara）、沙登老人院、士毛月牧
人之家、斯里再央地福利组及双溪威老人院
（Sungai Way Old Folk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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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希望藉此慈善捐献活动履行取之
社会，用之社会的责任，为社会弱势群体
献出关怀及援助，为马来西亚的社会福利
事业作出无私的贡献，实现爱心社会的目
标。
本会感谢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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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会衷心感谢会员商家们慷慨赞助
聚餐会经费和礼品，使聚餐会得以顺利举
行。附上2018/2019年度福利基金征信录，
以及聚餐会的赞助商名单供参阅。

2018/2019年度福利基金 --- 征信录
（恕不称呼）

1万令吉 ： 戴良业
5千令吉 ： 锺侑霖、傅桂洋
3千令吉 ： 林建南、王泰贤、宋兆棠
2千令吉 ： 蔡文洲、颜文钦、颜祖耀、
廖俊亮、黄位寅
1千令吉 ： 陈秋霞、曾茂旺、谢佩华、
张兴庆、张裕民、锺秉宏、
周国球、蔡元禄、Full Glory
Sdn Bhd、Geneve Timepiece、
Greenwave Technology Sdn Bhd、
Ho Bok Sing、林吉庆、
吴逸平、Sel & F. T. Engineering
& Motor Parts Traders Assn、
宋永康、陈镇明、郑生金、
张昌国、张国林、王伟雄
500令吉 ：锺旺添、蔡少杰、邱维斌、
Kuasamas Letrik Sdn Bhd、
林泰顺、吴子联、Portal Frame
Construction Sdn Bhd、郑美茹

福利组
2019年新春佳节慈善聚餐会 — 赞助商名单
序

赞助单位

赞助项目

1.

CNI Corporation Sdn. Bhd.

现金RM2,000

2.

顺昌钢铁工业有限公司

现金RM2,000

3.

叶启昌有限公司

现金RM2,000
13箱芦柑
149件浴巾

4.

叶顺捷先生

现金RM2,000

5.

Adtech Malaysia Sdn. Bhd.

现金RM1,000

6.

Greenwave Technology Sdn. Bhd.

现金RM1,000

7.

Heross Sdn. Bhd.

现金RM1,000

8.

陈来金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RM1,000

9.

Goricven Sdn. Bhd.

现金RM500

10.

Mykris Asia Sdn. Bhd.

现金RM500

11.

林笑梅小姐

现金RM400

12.

谢成进先生

现金RM200

13.

高星吉先生

现金RM100

14.

锺旺添先生

本地水果：
    番石榴、西瓜、  
    木瓜、火龙果

15.

傅桂洋先生

200个环保袋

16.

新兴电器（吉隆坡）有限公司

5盒共20瓶燕窝

隆雪中总慈善高尔夫球赛暨
慈善晚宴
本会于2019年5月9日（星期四）一连举办两场慈善活
动：上午11时30分在绿野仙踪高尔夫球俱乐部（The Mines
Resort & Golf Club）举行慈善高尔夫球赛，提供切磋球
艺及交流的平台；晚上7时30分则在顶级喜宴会厅（Top
Happiness Grand Ballroom, Mines 2）举行慈善晚宴。
两场慈善活动所筹得之款项悉数捐予本会福利基金，
以供支持本会每年筹办的系列慈善福利活动，包括捐助老人
院、孤儿院、残障协会等福利慈善团体，邀请老人院长辈、
各族中、小学生聚餐欢庆佳节。
本会自1990年起举办年度会员高尔夫球锦标赛，而今

年首次融入慈善元素，令球
赛别具意义。此活动获得多
家企业商家及本会董事鼎力
赞助，包括征阳集团及贵州
茅台集团的大马经销商MT
International Trading Sdn. Bhd.
为钻石赞助商、Hap Seng Star
Sdn. Bhd.赞助一辆马赛地奔
驰A200 Progressive型号作为
一杆进洞奖品、大马海尼根
有限公司（Heineken Malaysia
Bhd., HMB）为全场球赛提供
啤酒等等。
球赛报名踊跃，共有128
位会员和嘉宾参加。经施展
精湛球艺后，会员Alex Seem
Kok Hin及Ann Wan Tee（Next
Horizon Communication Sdn.
Bhd.）成功脱颖而出，勇
夺冠军宝座。此项球赛采
取Texas Scramble 2 Balls
（Best Ball） 制度进行。本
会这次一共为参赛者准备5份
Main奖品及6份Novelty奖品
（Longest Drive、最接近洞口
及最接近垂直线奖品）。
此外，本会特别在2019
年5月15日（星期三）晚上7
时30分假Tavern, HMB安排
聚 会，邀请参赛球员出席，
以增进和加强本会代表与球
员们的交流及联系。本会也
捐献2千令吉善款，以感谢
HMB从2005年连续15年给予
本会的支持及赞助。
而慈善晚宴是本会今年
首次配合慈善高尔夫球赛举
行，共筵开45桌席。主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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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组
我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YB杨巧
双。晚宴节目丰富，不但安排歌曲演唱，也设
有幸运抽奖环节。
最难能可贵的是，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
良业身体力行全力支持本次的筹款活动，不但
赞助高尔夫球赛，也在晚宴上献唱。同时，本
会女企业家组主任潘斯里陈秋霞在晚宴现场挥
毫，书写书法作品供即席进行慈善义卖。这也
是潘斯里陈秋霞在2018年香港TVB《欢乐满东
华》筹款活动后的另一项爱心义举。另，MT
International Trading Sdn. Bhd.捐献了两瓶珍贵
稀有的限量版贵州茅台与多瓶贵州茅台在活动
当天竞拍和义卖。

Rejang、PPR (Program Perumahan Rakyat)
Seri Semarak、Wangsa Maju Seksyen 1B及
PA Setapak Jaya 1A。同时，本会的赞助
项目尚包括骑脚车活动参加者的T恤与国
旗，以及在活动当天举办的填色竞赛奖
品。
本会福利组主任傅桂洋和国民团结
组主任拿督威拉刘志强在每个歇息站为出
席参加者简略介绍本会，并表示希望藉此
活动协助在社会倡导慈善意识、引导关注
及帮助不幸群体的善举，以及协助维持、
提高和巩固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和谐与稳
定。
国民团结与和谐局（联邦直辖区）
总监苏莱雅在致词时表示，感谢本会多年
的支持、参与该局所筹办的活动，并赞扬
本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捐助社会弱势群
体、举办有助促进国民团结、维护国家稳
定和持续发展的系列活动。

“健康与幸福，始于根源”讲座
筹备小组感谢本会董事、会员及赞助商的
鼎力支持、参与、赞助、捐助和善举，使筹款
活动得以顺利举行。

马来西亚日系列活动 慈善捐献、派国旗活动
配合马来西亚日庆典，本会福利组联同国
民团结组参加由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吉隆坡冼
都县）在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举办的骑
脚车活动。
本会代表在活动路线的4个睦邻计划
（Kawasan Rukun Tetangga, KRT）捐献食
品予共50户来自人民组屋的贫困、清寒家
庭，以及派发国旗与T恤给出席的居民。受
惠的睦邻计划有PA (Perumahan Awam) D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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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福利组于2019年11月2日（星期
六）上午10时30分，在本会研讨室举办
“健康与幸福，始于根源”讲座。星洲日
报为讲座的媒体伙伴。
现任吉隆坡 Body Talk 协会主席的主
讲人李珊珊，在讲座会上分享如何透过身
体反应与信息了解自身健康。她表示，健
康是一种沟通方式，当大脑与身体互相交
流，身体的愈合能力便会提升。因此，人
们能用自我意识去调节身心的健康。
作为Deep Listening Enterprise首席聆
听专家（Chief
Listener）的主讲人李珊
珊，也分享关于呼吸与大脑平衡的技巧，
并教导参与者如何运用呼吸法，配合轻拍
身体部位的简单动作，运用自我意识去舒
缓身体的不适。

福利组
KLSCCCI Charity Golf Championship 2019
Date : 09-05-2019 (Thursday) 				

Venue : The Mines Resort & Golf Club

(A)Main Prizes
1

st

2nd
3rd
4th
5th

Prize

Parkson Gift Voucher : RM600 +
Championship Trophy: 2
Parkson Gift Voucher : RM500 +
Championship Trophy: 2
Parkson Gift Voucher : RM400 +
Championship Trophy: 2
Parkson Gift Voucher : RM300 +
Championship Trophy: 2
Parkson Gift Voucher : RM200 +
Championship Trophy: 2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Name of Golfer

Score

Mr. Alex Seem Kok Hin
Mr. Ann Wan Tee
Datuk Wira Richard Lau Chi Chiang
Mr. Robin Ang
Ms. Teh Chee Yen
Mr. Terence Chia
Mr. Steven Tan Moon Teik
Mr. Wong Pau San
Ms. Ong Yen Xuan
Mr. Jevin Lee

67
71
71
71
71

(B)Novelty Prizes
1.

Prize

Longest Drive (Hole 14)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2.
Nearest to Line (Hole 1)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3. (i) Nearest to Pin (Hole 5)
KZG Cap,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3. (ii) Nearest to Pin (Hole 7)
KZG Cap,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3. (iii) Nearest to Pin (Hole 11)
KZG Cap,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3. (iv) Nearest to Pin (Hole 16)
KZG Cap, One dozen of Srixon Golf Ball

Name of Golfer
Mr. Wong Pau San

Score
258 metre

Mr. S C Koh

2 feet

Ms. Ong Yen Xuan

3 feet

Mr. Loo Chea Hee

2 feet

Mr. Robin Ang

2 feet

Mr. Ng F C

4 feet

(C)Hole In One Prizes
(i)

(ii)
(iii)
(iv)

Hole & Prize

Hole 5
1.
One unit of Mercedes-Benz A200 Progressive Line
2.
Hole in One Challenge Prize (worth RM5,000)
3.
Callaway Apex Pro Iron Set (worth RM4,901)
Hole 7
1.
Fourteen TC788 NSPRO Iron Set (worth RM5,548)
2.
Hole in One Challenge Prize (worth RM5,000)
Hole 11
1.
Hole in One Challenge Prize (worth RM5,000)
2.
Callaway Apex Pro Iron Set (worth RM4,901)
Hole 16
1.
Fourteen TC788 NSPRO Iron Set (worth RM5,548)
2.
Hole in One Challenge Prize (worth RM5,000)

Name of Golf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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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组
隆雪中总2019年慈善高尔夫球赛暨慈善晚宴 - 赞助商名单
(As at 29-05-2019)

序
1.

赞助单位
征阳集团

赞助项目
钻石赞助商
现金 RM50,000

2.

贵州茅台集团

钻石赞助商
现金 RM20,000
16 瓶贵州茅台

3.

富贵集团

现金 RM20,000

4.

谢松坤博士

现金 RM10,000

5.

勇达集团

现金 RM10,000

6.

焦点集团

现金 RM10,000

7.

Golden Scoop Sdn. Bhd.

现金 RM10,000

8.

广源机械五金（1976）有限公司

现金 RM10,000

9.

生命之乐

现金 RM10,000

10.

王兄弟石油有限公司

现金 RM10,000
128 支高尔夫雨伞

11.

Optimax Eye Specialist Centre Sdn. Bhd.

现金 RM10,000

12.

新联达五金有限公司

现金 RM10,000

13.

Speciale Eyewear Sdn. Bhd.

现金 RM10,000

14.

振源电器有限公司

现金 RM10,000

15.

多美集团

现金 RM10,000

16.

顶级手套集团

现金 RM10,000

17.

友立精塑有限公司

现金 RM10,000

18.

大马海尼根有限公司

现金 RM5,000
23 箱及 5 桶 Tiger 啤酒
12 箱及 5 桶 Apple Fox Cider

19.

苏天明律师

现金 RM1,000

20.

Hap Seng Star Sdn. Bhd.

一杆进洞奖品：一辆马赛地奔驶 A200
Progressiv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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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1.

赞助单位
GSF GolfSmart

赞助项目
4 份一杆进洞奖品（每份价值 RM5,000）
1 份幸运抽奖奖品-New Level Golf Wedge 56*
4 份 Sure Win HIO 奖品（每份价值 RM129）

22.

Transview Golf Sdn. Bhd.

4 份一杆进洞奖品
-

Callaway Apex Pro Iron Set （ 每 份 价 值
RM4,901）

-

Fourteen TC788 NSPRO Iron Set（每份价
值 RM5,548）

10 份幸运抽奖奖品
-

6 份 PG 鞋袋（每份价值 RM113）

-

4 份 PG 旅行包（每份价值 RM260）

23.

锺旺添先生

本地水果

24.

晨旭之美有限公司

5 份 VGold 黄金 18 谷粮和 VHalia 竹姜 18 谷粮
128 个 Shaker
128 包紫薯蓝莓谷粮

25.

Husks Green Sdn. Bhd.

256 个杯子
256 个盘子

26.

雪邦黄金海岸有限公司

2 份 Sepang Goldcoast – Canary Palm Villa 1
夜住宿（4 人）含早餐

27.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30 箱 Spritzer 矿泉水
144 瓶 Spritzer Bonrica Fibre Passion Fruit
120 罐红牛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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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组
2019年度中学助学金颁发仪式
本会文教组于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上午11时正，在本会成枫堂举行2019年度中
学助学金颁发仪式。
2019年的受惠学生共有100位，其中包括
65名独中生、35名华中生。颁发的助学金总
额为6万2千令吉。
受惠学生名单如下：
初中一： 陈乐怡    王丁宁    李家乐    刘玮正
陈俊玮    郑心昱    戴雅慧
初中二： 周子琳    张家怡    刘子绮    梁生辉
廖子铭    林采宜    马慧颖    王诗嫣
谭芷欣    黄凯晴    王绍铨
初中三： 廖侨华    张恺庭    邱筱绚    黎家恩
李炜恩    罗哲翔    吴倩仪    梁子萱
王馨宁    王婞涓    谢升富    郑锦鑫
黄欣盈    叶丝林
高中一： 陈慈恩    陈宇翔    曾羽卿    周建业
周芯卉    谢盈盈    朱倩仪    赵乐恩
吴嘉仪    罗启源    刘伟川    赖妍利
陈俊名    陈雯蕙    李姿颖
高中二： 邹洁莹    陈跃蔚    张恺文    张乐瑶
蔡蕴恬    林志祥    翁咏茵    余清泽
魏宇泽    余冰冰    许艺龄    叶纯杞
邱颍萱    李嘉慧    梁芷榕    林兴旺
黄涵雅    王樱讳    戴凌洁    陈桂烨
陈凯扬    陈行忠    狄晓萱    温秀玟
叶淑俞    余鸿良    杨丽湘
高中三： 洪瑜恩    陈敬雄    曾秀雯    郑清凉
方珈琳    苏俊涛    李治踺    林欣莹
梁嘉怡    吴梓贤    汪芯茹    苏伟煌
陈君洁    陈竑升    陈佳盈    陈冠堡
陈希儿    陈又瑄    张凯健    童家健
王楷哲    胡咏玲    叶贻沁    叶乃妤
余微恩    杨恩仪

2019年度教育基金颁发及签约仪式
本会文教组于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
上午11时正，在本会研讨室举行2019年度教
育基金颁发及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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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教育基金共分为大专助学金及大专
贷学金。大专助学金设立于1983年，在这37
年来，本会共发放了224万1千500令吉予1千
723名学生，其中包括今年受惠的43名大专
生，获颁总额6万3千令吉的助学金。
而本会大专贷学金从1995年设立至今，
一共批准贷学金267万9千650令吉，并已发放
255万3千650令吉，资助了192名品学兼优、
家境清寒的大专生，在本地及海外大专学府
就读及完成学业。今年录取的4名学生，在本
会法律组组员陈镓煋律师的义务见证下，办
理签约手续。
2019年度大专助学金受惠学生名单如
下：
马来亚大学

： 谢文翰    郭婉冰    李镇宇
林艾淋    林佑俊    睿    儿
黄鸿宗    吴俊霖    陈艺善
杨丽婷
国民大学
： 陈松杰    吕连昌    陈迪森
杨丽凌
理科大学
： 黄苑郃    陈永庆
博特拉大学 ： 周    莹    魏琦璇    黎沛镁
黄斌涵
拉曼大学
： 陈凯昇    官宇琦    林杰杏
梁佳仪
拉曼大学学院 ： 李淑芬    刘结琪    刘振和
翁可欣
其他大专
： 蔡靖镁    周玮媚    林佩仪
（国内）
徐明铭    胡俊康
Yudhisthra A/L Subramaniam
： 詹    颖    陈煊琪    锺雪颖
其他大专
（海外）
林赫喆 邓万霖    张义晟
黄彩丽    黄嘉欣    胡佩珊
获得大专贷学金的学生名单如下：
其他大专（海外） ：周国征    孙    凡    陈亲旭
Mogana A/P Mathayena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礼貌拜会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商业峰会

本会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于
2019年3月18日（星期一）上午11时连同巴
生中华总商会女企业家组礼貌拜会马来西亚
中小型企业机构（SME Corp. Malaysia）。
本组代表获得SME Corp. Malaysia的首席执
行官Noor Azmi Mat Said率领接待。双方讨论
的议题包括中小型企业发展计划、中小企业
竞争力评级（SCORE）、企业奖掖措施及企
业经营咨询的服务。双方都表达了对中小型
企业发展的建议，也希望本会与SME Corp.
Malaysia能定期交流，维持良好的合作和联
系。

本会于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上午9
时至下午6时假吉隆坡JW万豪酒店举办“马
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商业峰会”，主题为“转
型、创新、提升”。出席人数约600人。

“采用数字科技：
中小型企业未来”讲座
本会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于
2019年
3月19日（星期二）下午2时正在本
会1楼研讨室举办资讯科技“系列（一）：采
用数字科技：中小型企业未来”讲座。媒介
语为英语，当天共有约70位出席者。

拜访马来西亚阿里巴巴
本会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于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拜访马
来西亚阿里巴巴（Alibaba Malaysia）。

此活动白金赞助商为杨忠礼机构，金
赞 助 商 是 马 来 西 亚 中 国 银 行 ， 银 赞 助 商为
Fusionex International。 其 他 赞 助 商 尚 有
B2B FinPal、Commerce DotAsia、GrandFlo Berhad、iDynamics Software、 Timetec
Computing以及Kakitangan.com。支持团体
包括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NCCIM）、马
来西亚厂商联合会（FMM）、马来西亚连
锁协会（MRCA）、马来西亚电脑及多媒体
协会（PIKOM）、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
会（SM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以及马
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SME
Corporation
Malaysia）。
此商业峰会阵容鼎盛，涵盖领域包含金
融、区块链、大数据、电子商务、工业4.0、
零售业、知识产权以及数字时代的中小型企
业。除了邀请到我国财政部长YB林冠英为主
宾并致词以外，商业峰会也邀得马来西亚全
国总商会总会长兼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
长暨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致开幕词，
以及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副行长拿督郑瑞锦

当天代表团获
得马来西亚阿里巴
巴各部门主管的热
情接待。本组团员
藉此拜访了解阿里
云在马来西亚的数
据中心所提供的云
计算服务，以及阿
里巴巴新零售的数
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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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讲题：中小企业的广泛融资）、Touch-fire
Trading 主席兼创办人 Mr. Duncan Symmons
（讲题：中小企业的区块链机会）及Fusionex
International业务发展高级经理
Mr. Huong Yu Seng（讲题：大
数据：前进的方向）担任主讲嘉
宾。
商业峰会于下午时段进行了
3项讲座论坛。首个讲座以“传
统零售商与电子商务领域‘天生
数字’之争 — 超级发展业务的策
略”为题，邀请新兴电器创办
人兼董事经理林金兴，MR. DIY
营销副总裁Mr. Andy Chin，
Shopee业务主管Mr. Zed Li，以
及Commerce DotAsia创办人兼执
行主席Mr. Ganesh Kumar担任评论嘉宾。主持
人为本会数字经济组主任张国林。
次个讲座“采用工业4.0的好处？以及如
何加速采纳？”的评论嘉宾有马来西亚生产
力机构副总监Mr. Ab. Rahim Yusoff，马来西
亚 厂 商 联 合 会 理 事 兼 中 小 型 工 业、青年暨
创业委员会主席戴良麟，Grand-Flo
Berhad
部 门 主 管 Mr. Ong Liang Chai，以及ABB
Malaysia Sdn. Bhd.机器人及离散自动化业务
Mr. Laurent Maillefer。主持人为本会工业组主
任拿督萧健皓博士。
此外，商业峰会也安排了马来西亚连锁
协会会长拿督斯里蔡家胜主讲“不断变化
的零售业格局”，再由ISW Intellectual Sdn.
Bhd.首席执行员Mr. Abdul Aziz bin Ismail主
讲“技术如何改变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格
局”。
而经验分享时段则有Foodie 4U S d n .
Bhd.代 表Mr. Shanmuga Kittappa，Steel Recon
Industries Sdn. Bhd. 代表Miss Alison Ong，DR
Group Holdings Sdn. Bhd.代表Dr. Af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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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lan，以及KXP Manage Services Sdn. Bhd.
代表Mr. Kok Jit Kiang。主持人为本会中小型
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组员拿督邱谊辉。

“引爆潜能 创造高绩效”
培训课程
本会于2019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9时
至下午5时，在中华总商会大厦1楼研讨室举
办一项全天之“引爆潜能 创造高绩效”培训
课程。
“引爆潜能 创造高绩效”培训课程是一
个强调“实用”及“实效”的课程。学员通
过一系列的实际演练及活动，学习各种可以
提升自我能力、突破自我界限、激发内在潜
能，同时创造高绩效的技巧。课程内容包括
全脑新思维、高绩效的启发、全脑启动与自
我突破、N. L. P. 深层意识情绪管理法，以及
重新书写我们大脑的运作方程式。
课程讲师为王志坚。王志坚讲师是马来亚
大学文学院荣誉学士～主修经济，并曾修读
人类行为学及心理学、专业催眠教育与认证
标准委员会授证时光线治疗法执行师和情绪
释放管理学执行师，同时拥有马来西亚人力
资源发展机构的“企业培训师”证书。

数字经济组
“跨境电子商务”研讨会
为了提升商业界对于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了解和
使用，本会数字经济组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
（MDEC）于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上午8时30分假
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有限公司（CGC）联办一项“跨
境电子商务”研讨会。策略伙伴为CGC，主催单位是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支持单位为中国洋葱CosyFans。
主讲人包括MDEC电子商务总监宋学君（讲题：电
子商务，从本地到全球）、CosyFans首席营销执行官潘
建岳（讲题：与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新途径），以及
CGC市务与销售高级副总裁黄吉隆（讲题：获得中小企
业融资）。主持人是本会工业组副主任兼本组组员蔡宗
甫。
当天研讨会由本会数字经济组主任张国林致欢迎
词。除了安排演讲环节以外，本会也邀请了2家公司即
Logistics Worldwide Express (LWE) 和SushiVid Sdn. Bhd.
前来设置摊位和给予产品 / 服务讲述。出席此项研讨会
者共约120人。

产品 / 服务推介分享会
数字经济组邀请了3家入围公司即Speedrent
Technology Sdn. Bhd.，Biztory Cloud Accounting，以及
MoneyMatch Sdn. Bhd. 于2019年6月1日（星期六）上午
11时在本会成枫堂举行的本会常年会员大会后，向本会
会员进行一项产品 / 服务推介分享会。

“Jom Transform”计划简报会
配合马来西亚大华银行于2019年6月份推介启

动“Jom
Transform”计划，数
字经济组也于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下午2时假孟沙南城
The Vertical之Orbit进行一项简报
会，邀请从事技术方案供应商的
会员出席。

2020年国家财政预算案
解析论坛
配合2020年财政预算案于
2 0 1 9 年 1 0 月 11 日 （ 星 期 五 ） 公
布，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
总）于当日下午4时至7时30分在
该会会议室主办2020年国家财政
预算案解析论坛，并通过脸书进
行现场直播。本会和中总社会经
济研究中心为协办单位。
当天论坛邀请到马来西亚全
国总商会兼中总总会长暨本会会
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致词；中总
署理总会长、高产柅 品工业有限
公司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
丹斯里拿督林宽城，中总总财
政、全利资源有限公司执行主席
谢松坤博士，中总中小型企业组
主任、利安达LLKG国际特许会
计公司首席合伙人孔令龙局绅，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李兴裕担任与谈嘉宾；中总暨本
会数字经济组主任张国林为主持
人。

社交聚会 ~
FFF (First Friday Five p.m.)
数字经济组已分别于2019年3
月1日，4月5日，8月2日及12月6
日举办4场社交聚会，作为一个交
流和了解更多有关数字知识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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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及 原 产 业 组
“大马果王榴柳之前景”讲座
连
本会农业及原产业组于2019年3月16日
（星期六）在本会1楼研讨室主办“大马果王
榴梿之前景”讲座。讲题包括品种植技术及
市场需求与未来的挑战。赞助商为万成源有
限公司，主持人是本组副主任锺旺添。主讲
者为林振祺和陈志强。当天讲座共吸引约120
位出席者。

赴中国海南岛农业考察团

考察团正副团长为农业及原产业组正副
主任吴子联和锺旺添，团员包括本会董事、
组员、会员及相关农业团体会员。
行程包含拜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
果树研究所，并进行交流会；参观分布海口
及三亚的荔枝种植基地及规模最大加工厂；
参访三亚缘之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包括火龙果、木瓜、培苗及荔枝园；游览三
亚旅游景点等等。

本会农业及原产业组一行22人已于2019
年5月13日至17日进行5天的赴中国海南岛农
业考察团。

金融科技与资本市场组
拜访Payments Network Malaysia
（PayNet）
本组已于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
下午2时正前往礼貌拜会Payments
Network
Malaysia（PayNet），由该公司客户主管En.
Firdaus Ghani接待。此趟会面，让组员有机
会了解PayNet运作。
PayNet是我国共享支付基础实施的运营
商。PayNet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共同确保我
国支付设施具有竞争力，效率及创新性，以
加速我国电子支付发展。

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举行会议
针对本会提呈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之提
案，本组已于2019年10月16日（星期三）上
午10时正前往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金融创
新与发展部门主任En. Suhaimi Ali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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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建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提供更清楚及明
确的申请条例及降低申请小电子钱包门槛。
初创公司因申请所需之运营成本极高，导致
财务超出负荷，而无法注册小电子钱包。马
来西亚国家银行则建议本会列出实际案例供
研究，以探讨如何批准更多的电子钱包执照
供大众使用。
此外，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告知以下资
讯：
(i)

详细新货币服务业务执照申请条规-关
键评估标准

(ii) 准备推出单一二维码
(iii) 封闭团体所使用电子钱包不需向马来西
亚国家银行申请执照
本组已将上述资讯上载至本会网站供会
员参阅。

青商团
分享交流会 — 人工智能与业务发展
配合中总青商团的新春聚会，并以为团员
提供交流平台的宗旨，促进团员间的相互学习和
增进联络为目标，青商团于2019年1月18日（星
期五）举办了2019年首场分享与交流会，主题为
人工智能与业务发展。随着物联网、机器学习的
技术渐成熟，信息化和智能化已逐步进入日常生
活，颠覆部分商业模式，青商团因此邀请了在人
工智能产品研发和销售领域极具经验的颜蓉兴担
任主讲嘉宾，分享人工智能在商业上的应用和未
来发展。当天，逾100位来自各州的青商团员出
席分享交流会。

“Jom Transform” 计划
马来西亚大华银行推行“Jom Transform”
计划，以协助马来西亚企业启动业务数字化之
旅。大华银行于2019年6月13日进行了“Jom
Transform”计划的媒体推介礼，在推介礼上，会
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协议，隆雪
中总成为此项计划的支持单位之一。
“Jom Transform”计划是由大华银行旗下
的创新加速单位The FinLab负责，旨在帮助企业
更新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发展业务和提高生产
力。这项转型计划于2019年6月21日举行了揭幕
活动，本会由副会长拿督林建南代表参与“Jom
Transform”计划启动仪式，而本会数字经济组主
任张国林也受邀担任评论嘉宾，与出席者分享业
务数字化的必要性及影响。
12家成功被遴选参加“Jom Transform”计划
的公司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项目，并于2019年
12月4日出席成果展，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转型历
程。

商机交流会
因商机交流会能有效地让会员互相认识并
寻找商机，青商团分别于2019年2月22日（星期
五）下午5时正及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

5时正举行了商机交流会。第二场的商机
交流会，青商团也邀请了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东盟国家馆”馆长郭佳宏前来
与大家分享中国进博会的东盟展览馆，
他以“脚踏上海进博会踏板，搭上中国
经济列车”为题分享和讲解有关“东盟
国家馆”。东盟国家馆是东盟企业介绍
业务和展示产品的平台，这个平台有助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参访慕菲国际有限公司
为增进团员与企业的相互学习和
交流，青商团于2019年11月18日（星期
一）上午10时30分前往参访慕菲国际有
限公司。慕菲为一家食品公司，主要生
产优酪乳。当天，负责人除了向大家介
绍优酪乳，也带领大家了解生产环境和
过程过程，让参访的团员有机会了解食
品的生产及其营运模式。出席此次参访
的人数为20人。

接待马六甲中华总商会青商团
配合中总提倡的“一体化”，同时
为了增进两会之间的友好情谊，促进彼
此在商业上的沟通和合作，马六甲中华
总商会青商团于2019年11月20日（星期
三）下午2时30分前来拜访本会，由本会
青商团负责接待并与他们作交流。

2019年第三届中总全国青商杯
羽球交流赛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青商团于2019
年5月17日及18日在马六甲育民小学举
办2019年第三届中总全国青商杯羽球交
流赛，旨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增
进中总各属会青商团员之间的互动和联
系。本会青商团报名一支队伍参加了交
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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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及地产组

礼貌拜会联邦直辖区部长
本会建筑及地产组一行14人在副会长兼
建 筑及地产组主任丹斯里拿督张昌国率 领
下，于2019年5月7日（星期二）下午2时前往
布城礼貌拜会联邦直辖区部长YB Tuan Haji
Khalid bin Abd Samad。
团员于当天受到部长和该部门数位官员
的热情接待，并于会上提呈了本会对于2040
年吉隆坡大蓝图的意见。双方针对有关课题
进行了公开坦诚的讨论。

提呈建议 / 意见
本会建筑及地产组于2019年针对以下课
题提呈建议 / 意见予相关部门。
(i)

展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和掌管房
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YB
Puan Haniza binti Mohamed Talha，迫切
要求检讨售予外国人的200万令吉产业价
格门槛。
(iii) 2019年10月25日致函掌管投资、工商及
中小企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针对交通导向发展的景观要求以及
开放空间的计算和要求提出建议。

出席会议 / 活动
本会建筑及地产组也于2019年出席相关
部门会议 / 活动如下：
(i)

吉隆坡市政局2019年1月28日之发展计
划预讨论会（2040年吉隆坡结构计划和
2040年吉隆坡地方发展蓝图）；

2019年5月23日致函八打灵再也市长
Dato’ Mohd Sayuthi bin Bakar，提呈本会
对于一些具体课题包括发展收费和停车
位要求的看法，同时要求约见拜会。

(ii) 雪州投资促进机构2019年10月22日之雪
州发展计划建议协调会议；

(ii) 2019年8月19日致函掌管投资、工商及
中小企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

(iii) 雪兰莪土地及矿物局2019年11月20日之
雪州外国人产业销售价格和拥有权限制
检讨建议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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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业家组
慈善晚宴现场挥毫
协助筹募本会福利基金

“行动吧！环保从生活点滴做起”
分享会

配合本会于2019年5月9日假顶级喜宴会
厅（Top Happiness, Mines 2）举行的慈善晚
宴，本组主任潘斯里陈秋霞现场挥毫协助筹
募本会福利基金，并获得好评。

为了呼吁更多人响应环保，本组于2019
年12月7日（星期六）上午11时在本会1楼研
讨室，举办一项“行动吧！环保从生活点滴
做起”分享会。分享会入场免费，但是为了
鼓励出席者参与环保活动，此分享会邀请出
席者携带一件旧衣服（衬衫或T恤）供捐献予
慈善团体进行回收与再循环。

潘斯里陈秋霞在晚宴慈善拍卖环节现场
挥毫，捐出5款（单字：善、爱、德、乐、
福）共约68份的书法作品（每份作品的售价
是RM200）、另加现场循众要求挥毫特定单
字（由拿督黄福与夫人以RM2,000乐捐）、
集合共80个5款单字的作品（由会长以
RM10,000竞标买下）和现场乐捐，成功筹募
总共RM25,700捐款予本会福利基金。特此感
谢积极参与并热烈支持购买书法作品的董事
与晚宴现场嘉宾。

分享会由本组主任潘斯里陈秋霞主持，
她与出席者分享旧服饰的配搭以及对食物取
舍之道。此外，本会也邀请到Haven Lifestyle
总经理黄良威（澳洲著名品牌Sheridan负责
人），畅谈“绿色环保及床单回收概况”。
同时，潘斯里陈秋霞也与主讲人轻松聊及从
事其行业者所涉及的各方面概况与经验，供
有兴趣创业的出席者参考。当天活动现场也
以生动好玩的方式进行幸运抽奖。礼品包括
总价值超过3千令吉的床上用品及著名绿色家
具礼券。共有约100人出席分享会。

广招会员小组
会员交流晚宴
本会广招会员小组分
别于2019年3月13日（星期
三）及2019年8月27日（星
期三）晚上7时正在中华总
商会大厦成枫堂举办会员
交流晚宴，邀请2018年及
2019年加入本会的新会员
出席。本会也邀请到商团
会员的会长及代表出席。
当晚本会也颁发会员证书
予出席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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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
礼貌拜会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本会于2019年1月9日（星期三）下午3时
正由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率领一众董事20
余人前往礼貌拜会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雪州州务大臣除了汇报该州发展方针及
预算案后的州政府政策予出席代表以外，也
为双方针对州内房地产领域、旅游业、开放
农耕土地、本会位于Kundang之地段等课题
进行互相交流。
州务大臣表示将进一步探讨本会所提出
之各项建议，同时也希望本会能继续给予州
政府更多政策上的建议方案。

隆雪中总媒体之夜
本组于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傍晚6
时30分在本会成枫堂举行媒体之夜，以感谢
各个语文媒体多年来给予的支持和协助，同
时也希望透过此项活动增进本会与媒体的交
流。当天共有27个媒体单位（约43位媒体代

表）出席，连同本会董事、组员、中总中央
理事等，总出席人数约150人。出席的媒体单
位包括网络、平面（报章和杂志）、电子以
及其他媒体。
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代表本会感
谢媒体抽出宝贵时间出席本会主办的“媒体
之夜”，并希望各位暂时抛开繁重的工作，
尽情享受精彩节目和美味佳肴。媒体之夜是
本会的年度盛宴之一，本会衷心感谢媒体朋
友们的支持和厚爱。
本会创会至今已有115年，一路以来架起
私人界和政府的沟通桥梁，致力于推动国家
的经济发展。在这当中，媒体朋友们一直全
力配合，全方位传达第一手的相关消息和资
讯予大众和商界，让商家企业们能及时调整
自身发展策略应对，也让本会能适时提出具
体的建设性意见予政府。
为配合5G的热潮，本会也于当晚特别邀
请杨忠礼通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李永钜分
享“5G 将如何改变传媒业”课题。

以下是本会准备给媒体代表幸运抽奖奖品的赞助商名单：
w Parkson Corporation Sdn. Bhd.
a Parkson Vouchers (worth RM1,000)
a SPAO Vouchers (worth RM1,000)
a Cosmetic Products from Korean Brand Saem (worth RM1,000)
w Sunsuria Berhad
a iPad Air 64GB (Wi-fi + Cellular)
w YTL Hotels
a 2 Days 1 Night Stay in Deluxe Room at JW Marriott for 2 Person
a Complimentary Dinning Voucher at Shanghai Restaurant, JW Marriott
a 2 Days 1 Night Stay in Executive Deluxe Room at The Ritz-Carlton for 2 Person
a Afternoon Tea for 2 Persons at The Lobby Lounge, The Ritz-Carlton
a 3 Days 2 Nights in Deluxe Room at Hotel Majestic for 2 Person
a English Afternoon Tea for 2 Person at Colonial Café, Hotel Maj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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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
w Unique Diamond Sdn. Bhd.
a One (1) unit of Huawei Nova 4
w Sepang Goldcoast Sdn. Bhd. (Mr. Gan Chooi Yang)
a 2D/1N stay at AVANI Sepang Goldcoast for 4pax
a 2D/1N stay at AVANI Sepang Goldcoast for 2 pax
a Two (2) units CNI Premium Coffee Box
w Focus Point Holdings Bhd.
a

Three (3) units of STING Sunglasses

w Tomei Gold & Jewellery Holdings (M) Sdn. Bhd.
a

One (1) unit of 18k WG Citrine Pendant

w 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
a

Cash Voucher of GoldenHome Kitchen (worth RM1,000)

w 光联有限公司
a
a

Three (3) units of Luggage Trolley
Seven (7) units of Laptop Bag

w Speciale Eyewear Sdn. Bhd.
a One (1) unit of Bonia Sunglasses
a One (1) unit of Sembonia Sunglasses
w 陈友仁先生
a

One (1) unit of Fitbit Charge 3

礼品赞助商
w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a
a

200包红厨樱花虾辣汤面
200支牙刷

餐饮赞助商
w 锺旺添先生
a

全场水果

w 贵州茅台集团
a

全场鸡尾酒

w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
a

全场Spritzer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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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经贸委员会
礼貌拜会中国驻马大使馆
刘东源领事参赞
为促进联系及公务上的交流，马中经贸
委员会于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正礼貌拜
会中国驻
马来西亚
大使馆刘
东源领事
参赞。本
会一向关
注也重视
与中国的

接待中国代表团
浙江省经贸代表团
中国浙江省代表团一行7人在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副会长林炜率
领下将于2019年10月21日下午2时30分拜访本
会。该团由副会长拿督林建南、邱维斌及7位
董事共同接待，本会与浙江省贸促会一直维
持友好的关系，双方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交
流及合作。

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
中国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一行9人在该
厅副厅长王明奎率领下于2019年10月22日上
午10时30分拜访本会，该团由副会长邱维斌
及6位董事共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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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关系，会上双方对于现阶段的马中关系
都持以乐观的态度，也有信心双边关系未来
能更上一层楼。刘东源参赞也表示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会继续为华社和华团服
务，架起联系的桥梁。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
技术研究中心代表团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
术研究中心代表团一行3人在该中心副主任王
茂华博士 / 处长率领下于2019年12月5日（星
期四）上午10时30分拜访本会。该团由署理
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共同接待。

鞍山市人民政府代表团
为增进马中两国的友好往来，发展鞍山
市及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鞍山市
人民政府代表团一行4人在副秘书长苏晓峰率
领下于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上午10时
正拜访本会。

国民团结组
礼貌拜会首相署副部长

“英雄奖”3.0

本组于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上午
10时，联合中总国民和谐及政府事务组一同
礼貌拜会首相署副部长 YB Datuk Wira Dr. Md
Farid bin Md Rafik，并由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
律师率领一行8人代表团前往。

为了宣传英雄奖3.0活动，本组于2019
年1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RTM“Selamat Pagi
Malaysia”的节目受访，访问本组主任拿
督威拉刘志强及国民团结与和谐局营运部
副总监Dato’ Hj. Abdul Karim。此外，Sinar
Harian也于2019年1月18日上午11时正安排了
Facebook专访，访问本组主任拿督威拉刘志
强及国民团结与和谐局的Mr. Mohd. Khalil。
本组也于2019年1月31日在南洋商报办事处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此活动讯息。

马来西亚日系列活动 慈善捐献、派国旗活动
配合马来西亚日庆典，本会福利组联合
本组参加由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吉隆坡冼都
县）在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举办的骑脚
车活动。
本会代表在活动路线的4个睦邻计划
（Kawasan Rukun Tetangga, KRT）捐献食品
予共50户来自人民组屋的贫困、清寒家庭，
以及派发国旗与T恤给出席的居民。受 惠 的
睦 邻 计 划 有 PA (Perumahan Awam) Desa
Rejang、PPR (Program Perumahan Rakyat) Seri
Semarak、Wangsa Maju Seksyen 1B及PA
Setapak Jaya 1A。同时，本会的赞助项目尚包
括骑脚车活动参加者的T恤与国旗，以及在活
动当天举办的填色竞赛奖品。
配合我国欢庆62周年国庆日庆典，本会
分别于2019年9月3日（星期二）和9月13日
（星期五）举办派发国旗活动，希望藉着活
动分发1千面国旗和T恤，以推广及鼓励国民
在国庆期间悬挂国旗、培养爱国精神、促进
国民团结，并共同欢庆马来西亚日。此活动
获得首相署国民团结与和谐局为支持单位。
本会于2019年9月3日（星期二）中午12时在
本会大厦前派发国旗及T恤，由首相署（国家
团结及社会和谐事务）副部长拿督威拉莫哈
末法立德和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率领
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官员、印度商会董事以及
本会董事及组员，约100人一同参与分发。
此外，本组也于2019年9月13日（星期
五）上午10时30分在NKVE Petronas油站进行
派发国旗和T恤，并由国民团结组主任拿督威
拉刘志强率领该组组员一同分发。

“英雄奖”活动旨在表扬我国一些被忽
略的平凡人物跨越种族藩篱的善心义举，藉
此促进国民团结、种族和谐及灌输优良的传
统价值观。“英雄奖”创办于2013年，两届
以来共颁奖予12位民间英雄。“英雄奖”3.0
于2018年11月22日开放提名，至2019年2月22
日截止，总共收到59份提名。此次也新设青
年组供19岁以下青年参与。
南洋商报为“英雄奖”3.0的联办单位；
国民团结与和谐局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中总）为支持单位；Sinar Harian、The Sun、
Tamil Malar、Orizon、诗华日报、Borneo Post
及Utusan Borneo为媒体伙伴；中国银行为尊
贵赞助商及Sunsuria Berhad为赞助商。
配合此活动，本会于2019年9月3日（星
期二）上午11时在本会成枫堂举办推介“英
雄奖”3.0网上投选最受欢迎英雄活动，并由
首相署（国家团结及社会和谐事务）副部长
拿督威拉莫哈末法立德主持推介。在此项活
动的提名截止日期后，共有13位符合资格的
候选人入围。本会已将这13位候选人资料上
载到此活动的面子书专页（www.facebook.
com/myheroaward），让会员及公众人士投选
心目中的英雄人选，投选日期从2019年9月3
日起至10月31日，公众可投选1名或以上的人
选。网络最受欢迎英雄得主将获得一枚奖座
及证书。至于分享最多英雄奖得主故事的公
众可获得大奖 - 苹果智能手表一份及10份神
秘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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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于2019年 9月11 日（星
期三）上午11时在本会成枫堂举
行“英雄奖”3.0颁奖典礼。评审
团从13位符合提名资格的入围者
当中，遴选出5位得奖者，每位可
获得5千令吉奖金及1个奖座，并
且受委为国民团结大使。首相夫
人敦茜蒂哈斯玛为“英雄奖”3.0
颁奖典礼之主宾。出席的其他贵
宾包括首相署（国家团结及社会
和谐事务）副部长拿督威拉莫哈
末法立德、政府官员、国民团结
与和谐局官员、印度商会董事、
本会董事及组员、联办单位、媒
体伙伴、赞助商、会员商家、候
选人及家眷朋友等，共约250人出
席。
在这届的英雄奖里的5位得奖
者分别是：
1. Jameyah Sheriff – Jameyah 42
岁考上理大，当她得知同系的
脑瘫华裔女同学陈晶晶因行
动不便需人搀扶行走时，即
义不容辞主动提出帮忙，每天
接送陈晶晶往返宿舍与教室，
帮她买食物买东西，在学4年
以来成为她的拐杖，风雨不
改，毫无怨言。两位女生既无
血缘关系，也不是相识多年的
好朋友，只因一份善心、一份
关怀，成就了一段跨越藩篱的
人间美事。
2. 黄耀庆 - 一开始，黄耀庆带
着家人一起关注流浪者，每
个月一次为他们提供食物；在
潜移默化之下，他的善行感召
了其他不同种族的义工队伍，
加入其行列，一起为流浪者提
供食物、义剪；接着，他进而
组织及带领其他义工团队，
为Belum森林区原住民带来文
明建设，如太阳能灯、滤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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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其他物资等等。他尽心尽力统筹义务团队，只
因他抱持着一个信念：种族和谐体现于各族守望相
助、互相扶持。
3. MD. Herman bin Saidin – 本身是听障人士的MD.
Herman，是纳闽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手语导
师。多年来，他透过推动以及普及化手语，努力地
建构一座座让听障人士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他尤
其关注纳闽当地听障人士的需求，除了成立纳闽聋
哑协会，他也正在积极成立听障人士的培训教育中
心。
4. 谢金福 & Rajendran A/L Velu – 20年多以来，谢金福
与Rajendran Velu携 手 走 在 这 条 关 怀 原 住 民 教 育 的
路上，孜孜不倦地为被忽略的半岛原住民孩童
提供教育与关爱。因为坚信“与其提供食物，
不如教导他们谋生技能”，所以他们在彭亨州
创办了一所原住民孩童关怀中心。目前，约有
90名年龄介于5岁至17岁的原住民孩子在中心
内学习各项技能。令他们欣慰的是，有些孩童
长大成人后已学有所成，可以自立谋生。
5. Dr. Norzah Abd Ghani – 20年前，一名持刀疯汉闯入
适耕庄育群中学，砍伤数名学生及老师。当时的情
况很危急，时任教师的Norzah，为避免更多师生遇
袭，勇敢的单独与疯汉对峙，以便让其他老师趁机
带领学生逃离现场。因为Norzah老师的冷静应对，
阻止了更多学生受到伤害，疯汉最终遭警方制伏及
逮捕。
配合刊登得奖人故事时，本组安排拜访及派发报纸
到学校，以宣扬此活动给学生们。有关拜访活动如下：
日期

学校

得奖者 1 2-10-2019

SJK (C) Yak Chee

得奖者 2 9-10-2019

SK Sungai Binjai

得奖者 3 16-10-2019

SMK Likas
Sabah Tshung Tsin Secondary School

17-10-2019

SJK (C) Chung Hwa, Kota Kinabalu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得奖者 4 24-10-2019

SJK (T) Sentul

得奖者 5 30-10-2019

SRJK (C) Taman Rashna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8至2021年度董事会
永久名誉会长
顾问

会长
署理会长
副会长兼建筑及地产组主任
副会长

副会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
总秘书
财政兼广招会员小组主任
第一副总秘书
第二副总秘书
副财政
工业组主任
商业组主任
法律组主任
福利组主任
文教组主任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兼广招会员小组副主任
数字经济组主任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
金融科技及资本市场组主任
青商团团长
女企业家组主任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主任
国民团结组主任
商业组副主任
文教组副主任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
农业及原产业组副主任
金融科技及资本市场组副主任
女企业家组副主任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副主任
马中经贸委员会副主席
国民团结组副主任

：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 缪进新
杨耀才博士
苏天明律师
宋兆棠硕士
拿督陈怀安
拿督蔡国治
陈凯希
：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10/10) *
： 蔡文洲律师 (09/10)
： 丹斯里拿督张昌国 (08/10)
： 拿督林建南 (09/10)
谢松坤博士 (08/10)
拿督陈镇明 (10/10)
： 邱维斌 (08/10)
： 颜文钦 (10/10)
： 拿督郑生金 (09/10)
： 拿督吴逸平 (07/10)
： 陈嘉斌律师 (10/10)
： 拿督黄福 (04/10)
： 拿督萧健皓博士 (09/10)
： 拿督张兴庆 (10/10)
： 张裕民律师 (06/10)
： 傅桂洋 (10/10)
： 蔡元禄 (07/10)
： 拿督廖俊亮 (10/10)
： 张国林硕士 (07/10)
： 吴子联 (09/10)
： 李有全硕士 (07/10)
： 锺秉宏 (09/10)
： 潘斯里陈秋霞 (06/10)
： 颜祖耀 (09/10)
： 拿督威拉刘志强 (07/10)
： 李强 (09/10)
： 拿督陈际春 (05/10)
： 拿督曾茂旺 (09/10)
： 锺旺添 (07/10)
： 陈棋雄 (07/10)
： 郑美菇 (07/10)
： 王伟雄 (08/10)
： 宋永康 (08/10)
： 林吉庆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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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8至2021年度董事会
董 事
丹斯里拿督宋兆雄
拿督林泰顺
熊远宾
陈栢铨
*

(09/10)
(06/10)
(09/10)
(08/10)

蔡少杰博士
拿督蔡世文
陈友仁
戴杏倪

(07/10)
(02/10)
(08/10)
(06/10)

拿督黄位寅
林敬蛟
周国球
拿督林俊聪**

(09/10)
(08/10)
(09/10)

从2018年6月份至2019年12月份董事会出席率。

** 于2019年12月9日被委任为董事。

工业组副主任
法律组副主任
福利组副主任
数字经济组副主任
青商团副团长
建筑及地产组副主任

：
：
：
：
：
：

蔡宗甫 (09/09)
何富华律师 (02/09)
拿督王泰贤 (07/09)
邱煜峰 (07/09)
刘舒菲 (04/09)
王俊福 (08/09)
本会各组组员名单 (恕不称呼)
(以2019年12月31日为准)

1.

总务组

3.

顾问

： 戴良业
林建南
邱维斌
总秘书
： 颜文钦
第一副总秘书 ： 吴逸平
第二副总秘书 ： 陈嘉斌
组员
： 郑生金

2.

张昌国
陈镇明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
：
：
：

黄    福

财务策划组

顾问
财政
副财政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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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洲
谢松坤

工业组

：
：
：
：

林建南
郑生金
黄    福
颜文钦
傅桂洋
颜祖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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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松坤

陈镇明

4.
陈嘉斌
廖俊亮

张兴庆
张国林

林建南
萧健皓
蔡宗甫
蔡元禄
曾茂旺
熊远宾
欧家强
郑秉贵
邬亚强
刘金燊

颜文钦

宋兆雄

李    强
陈棋雄
周国球
张富祥
苏长发
叶百合

陈际春
黄位寅
陈栢铨
邓富文
陈耀彬
高桂莲

周国球
黄志成
刘万晟

张芷薇
许少原
林君豪

商业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
：
：
：

郑生金
张兴庆
李    强
林敬蛟
张孙通
廖丰顺
余美健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8至2021年度董事会
5.

法律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6.

陈嘉斌

赖爱秀

陈鎵煋

10.

宋兆棠
傅桂洋
王泰贤
刘志强
林吉庆
施锦福
傅麒珲
傅仡豪

陈镇明

黄位寅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
：
：
：

锺旺添
叶顺捷
郑瑞满
傅国安
张永康

宋永康
锺侑霖
张耀凤
傅承崇
谢佩华

11.

：
：
：
：

林泰顺
蔡元禄
陈际春
邱维斌
刘舒菲
郑瑞满

Koh Boon Long

蔡少杰
叶顺捷
陈春福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
：
：
：

宋兆雄
廖俊亮
曾茂旺
刘志强
李思红
丘国良
廖月英
黄湧强

：
：
：
：

：
：
：
：

黄位寅
锺侑霖

林吉庆
胡雅福
邱谊辉
叶福来

数字经济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
：
：
：

张昌国
张国林
邱煜峰
颜文钦
颜祖耀
周国球
梁淑美

熊远宾

萧健皓
曾茂旺
戴杏倪
陈木丰

锺秉宏
陈棋雄
蔡宗甫

12.
顾问
团长
副团长
执委

邱维斌
吴子联
锺旺添
曾茂旺
黄位寅
王俊福
王今仲
林尤昌
刘少东

颜文钦

宋兆雄

林吉庆
林泰顺
朱乾海
锺德强
叶锦棠
戴振标

蔡少杰
陈栢铨
张光明
黄俊仪
胡文志
林伟彦

金融科技及资本市场组

萧健皓

陈棋雄
石    惠
阮鈱尧
黄业益
石天保

林国兴
周定生
杨正超
陈健晟

农业及原产业组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9.

蔡文洲

文教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8.

陈怀安
张裕民
何富华
颜君毅
贺钰豪

福利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7.

：
：
：
：

Michael Greenall
卢孔燐
张伟杰
赖锡坤
黄公龙
张进泰
梁永聪

蔡文洲
李有全
陈棋雄
王伟雄
许丽晶 张运发
张伟鸿
张芷薇 陈耀彬
邱谊辉
吴健雄 张永基
陈骏贤
Shahrin Sharil
童志隆
郭树恩 熊傳羽
黄公龙
谢国雄 刘志强
黄毓晶
巢峻纬 刘淑娟
Mark Leow Boon Kuan
陈伊敏
何康立 林泳煌
刁元崴
张梦莹

青商团
：
：
：
：

吴逸平
锺秉宏
刘舒菲
蔡世文
邓富文
锺秉翰
蔡宗甫
潘荣德
叶福来
黄毅敏
张凯翔

张永康
丘国良
黄湧强
林绅飞
黎佩伶
萧莉倩
黄紫雁
林号杰

黄业益
阮鈱尧
邱谊辉
张芷薇
陈旆维
杨钦汉
梁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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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筑及地产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14.

蔡文洲
张昌国
王俊福
宋兆棠
傅桂洋
宋兆雄
锺侑霖
丘福康
杨丹慧
王招宪
傅泰荣
黄绘达

林建南

陈镇明

陈嘉斌
锺秉宏
黄振兴
林金隆
林号杰
傅麒珲
傅国安
张谦裕
陈真明

张裕民
刘志强
欧家强
锺秉翰
林绅飞
傅承崇
傅仡豪
何振顺

15.

：
：
：
：

戴良业
陈秋霞
郑美菇
戴杏倪
锺惠严
黄毓晶

陈怀安

杨丽华
锺惠雅
锺惠韵

16.

：
：
：
：

陈镇明
颜祖耀
王伟雄
陈嘉斌
陈栢铨

18.

张秀贞
叶春芳

19.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女企业家组

顾问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顾问

郑生金

张兴庆

张国林
蔡宗甫

曾茂旺
欧阳羱瑱

主任
副主任
组员

马中经贸委员会

顾问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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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7.

：
：
：
：

宋兆棠
邱维斌
宋永康
颜文钦
李有全
林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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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洲

吴逸平
陈栢铨

陈镇明

张国林
林福南

20.
主任
组员

国民团结组
：
：
：
：

陈镇明
刘志强
林吉庆
郑生金
陈栢铨
张仲华
黄振兴
洪德润
张芷薇

傅桂洋
戴振标
张永康
叶福来
陈志平
汤山仁

林敬蛟
王珧徨
林勇忠
曾成源
张继升

广招会员小组
：
：
：
：

蔡文洲
郑生金
廖俊亮
邱维斌
傅桂洋
颜祖耀
黄位寅

陈镇明

颜文钦
李有全
刘志强
邱煜峰

萧健皓
锺秉宏
陈棋雄

115周年会庆晚宴小组
： 蔡文洲
吴逸平
： 郑生金
： 郑美菇
： 颜文钦
廖俊亮
刘志强
王泰贤

陈镇明
张兴庆

邱维斌
颜祖耀

陈嘉斌
张国林
王伟雄

傅桂洋
锺秉宏
戴杏倪

林建南
邱维斌
萧健皓
傅桂洋
张国林
锺秉宏
刘志强

谢松坤
颜文钦
张兴庆
蔡元禄
吴子联
陈秋霞

提案小组
： 蔡文洲
： 张昌国
陈镇明
郑生金
张裕民
廖俊亮
李有全
颜祖耀

活

动

剪 影

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
戴良业（中）颁发第
15届马华文学奖予
得奖人碧澄（左四）
（05.01.2019）。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礼貌拜会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并就相关课题进行交流
（09.01.2019）。

本会联合中总承办
财政部长林冠英与
马来西亚全国总
商会联办之“己亥
年新春大团拜”
（06.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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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剪 影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组团拜会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为讨论议题和表达
建议（18.03.2019）。

数字经济组与
马来西亚数字
经济发展局联
办“跨境电子商
务”研讨会，吸
引约120人出席
（20.04.2019）。

建筑及地产组前往拜会联邦直辖区部长YB Tuan Haji Khalid bin Abd Samad，针对有关
课题进行讨论（07.05.2019）。
52

2019年常年报告书

活

动

剪 影

农业及原产业组
一 行 2 2 人 进 行
5天的赴中国海
南岛农业考察团
（13~17.05.2019）。

金融科技及资本
市场组举办交流晚
宴，同时邀请公司
给予产品/服务讲
述（25.06.2019）。

福利组与国民团
结组配合马来西
亚 日 庆 典 而 举
办一系列慈善捐
献、派国旗活动
（28.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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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剪 影

商业组举办“物联网-引领企业智慧发展”讲座，分享何谓物联网和5G（04.10.2019）。

工业组主办商机交流会以及“如何利用远程遥控以减少停机时间”分享会，让会员从
中受益（08.10.2019）。

女企业家组举办“行动吧！环保从生活点滴做起”分享会，以呼吁更多人响应环保
（07.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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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声明
STATEMENT BY THE COUNCIL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ncil,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t out on pages 60 to 82 have been drawn
up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t 31 December 2019
and of it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cash flow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		
PRESIDENT
		
TAN SRI DATUK TER LEONG YAP		

...................................................................................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GAN BOON KHIM
		

..........................................................................
HONORARY TREASURER
DATO’ TAY SIM KIM
Kuala Lumpur
13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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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8
BDO @ Menara CenTARa
360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独立审计师报告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 CONSOLIDATED FUND
Report on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pinion

We have audit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Chamber”), which comprise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9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its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a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as set out on pages 60 to
82.
In our opinion,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t 31 December 2019, and of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their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MPERS”).

Basis for Opinion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ISAs”).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ose standards are
further described in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ction of our report.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Independence and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We are independent of the Chamb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y-Laws (on Professional
Ethics, Conduct and Practice) of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By-Law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thics Standards Board for Accountants’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ESBA Code”), and we have fulfilled our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y-Laws and the IESBA Code.

BDO PLT (LLP0018825-LCA & AF 0206), Chartered Accountants,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is a member of BDO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UK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form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BDO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BDO PLT (LLP0018825-LCA & AF 0206), was registered on 2 January 2019 and with effect from that date, BDO (AF 0206), a conventional
partnership was converted to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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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mb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hamber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MPER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such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Council Members determine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hamber that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In prepar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the Chamber’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disclosing, as applicable, matters related to going concern and using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unless the Council Members either intend to liquidate the Chamber, or to cease
operations, or has no realistic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ur objectives are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 whole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and to issue an auditors’ report that includes our opinion. Reasonable
assurance is a high level of assurance, bu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an audit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SAs will always detect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n it exists. Misstatements can arise from fraud or error and are
considered material if, individually or in the aggregate, they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influence the economic decisions of users taken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part of an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SAs, we exercise professional judgement and maintain professional scepticism throughout
the audit. We also:
(a) Identify and assess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design and perform
audit procedures responsive to those risks, and obtain audit evidence that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The risk of not detecting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resulting from fraud is higher than for one resulting from error, as fraud
may involve collusion, forgery, intentional omissions, misrepresentations, or the override
of internal control.
(b)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l control relevant to the audit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the Chamber.
(c)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related disclosures made by the Counci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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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continued)
(d) Conclude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uncil Members’ use of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and,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whether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related to event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Chamber’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If we conclud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we are required to draw attention in our auditors’ report to the relate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or, if such disclosures
are inadequate, to modify our opinion. Our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up to the date of our auditors’ report. However, future events or conditions may
cause the Chamber to cease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e) Evaluate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the Chamber, including the disclosures, and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represen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in a manner that achieves fair presentation.
We communicate with the Council Members regarding,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planned
scope and timing of the audit and significant audit findings, including any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internal control that we identify during our audit.

Other Matters
This report is made solely to the Members of the Chamber, as a body,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We do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to any other person for the content of this report.

BDO PLT
LLP0018825-LCA & AF 0206 							
Chartered Accountants
Kuala Lumpur
13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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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 财 务 状 况 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9
							

ASSETS  资产

NOTE

       2019
RM

2018
RM

Non-current Assets  非流动资产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产业、厂房及配备

6

5,026,566

5,576,735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
Current tax assets  税收资产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定期存款
Cash and bank balances  现金及银行存款

8

1,316,051
52,777
2,009,740
322,104

1,044,652
71,658
2,194,985
265,399

Current Assets  流动资产

  9
9

		

3,700,672

3,576,694

           10
           11
12

2,656,024
4,033,878
866,000

2,643,006
4,033,878
866,000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14

27,850

-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应付账款
Current account with : 应付
   Council Members - advertisement  董事联名登报费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13

1,107,291

1,600,965

1,143,486

1,610,545

TOTAL ASSETS  总资产

ACCUMULATED FUND AND LIABILITIES  累积基金及负债

8,727,238

9,153,429

Accumulated Fund  累积基金
Accumulated Surplus  累积盈余
Building Fund  会所基金
Donation Fund  捐款

		

Non-current Liabilities  非流动负债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动负债

  14

		

TOTAL LIABILITIES 总负债

TOTAL ACCUMULATED FUND AND LIABILITIES  
总累积基金及负债

7,555,902

11,761
24,434

7,542,884

9,580
-

1,171,336

1,610,545

8,727,238

9,153,429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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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INCOME 收入

NOTE

2019
RM

2018
RM

Chinese New Year donation 农历新年捐款		
44,500
62,044
Deposit forfeited 没收按金		
23,050
Donation received 捐款		
3,000
25,400
Fees received from certificate of origin 原产地证明书收费
54,050
61,615
Gain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出售产业、厂房及配备所得
12,499
GST payable written off 销项税划销		
2,684
Interest on fixed deposits and money market deposits
79,946
  定期存款及短期基金利息
103,807
(16,612)
Mahua Literature Award 马华文学奖
55,350
Management fees received for maintaining
Wisma Chinese Chamber 大厦管理行政费
290,226
290,226
17,100
Members entrance fees 会员入会基金
19,800
204,233
Parking fees 停车场收入
214,527
378,347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276,629
859,861
Subscriptions 会费
1,543,401
43,173
Sundry income 杂项收入
45,736
15
Surplus from other activities 其他活动盈余
1,423,774
222,148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Advertisement 广告费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penses 会员大会费用
Auditors’ remuneration 审计费：
- current year		
- und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		
Bad debt written off 呆账划销		
Bank charges 银行费用
Chinese New Year ang pow 农历新年红包		
Cleaning charges 清洁费
Computer expenses 电脑维修费
Consultation services of ISO 9001:2008  ISO 9001:2008咨询服务费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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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4,097
830
6,303

13,500
500
2,741
7,360
12,780
1,471
2,840

48,325

2,946,417

(2,101)
10,107
13,000
300
48,745
944
1,840
9,880
2,278
3,370

88,363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continued)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NOTE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Contribution to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ACCCIM”)
   捐助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
   产业、厂房及配备折旧
Donation to: 捐款予
Central Welfare Council of Malaysia 沙登老人院		
Malaysia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ree Medical Aid Department 中华施诊所		
Hospis Malaysia 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		
New Era Edu Sdn. Bhd. 新纪元学院		
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 马来西亚盲人协会
Malaysian Red Crescent Society 马来西亚红新月会		
Pemegang Amanah Yayasan Kebajikan SSL Strok dan
Pembangunan Masyarakat Berdaftar
修成林中风与社会发展福利基金		
Pertubuhan Kebajikan Siri Jayanti 斯里再央地福利组
Pertubuhan Pendidikan Anak-anak Yatim Selangor 淡江孤儿院
Pertubuhan Perkhidmatan Sosial dan Pembangunan Komuniti
Daerah Gombak, Selangor (PSPK)
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务及社区发展协会		
		 Selangor and Federal Territory Associ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雪隆智障协会		
Selangor Cheshire Home 济世之家		
Shepherd’s Centre Foundation 士毛月牧人之家		
Tung Shin Hospital 同善医院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2019
RM

2018
RM

48,325

88,363

70,000

60,000

664,737

647,017

2,000
2,00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500
1,000
2,000

2,500
1,000
2,000

2,000

2,000

811,562

822,880

2,000

2,500
2,000
2,000
3,500

2,000

2,500
2,000
2,000
3,500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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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continued)

NOTE

2019
RM

2018
RM

811,562

822,880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公积金                                                17
169,489
156,465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就业保险
17
1,642
1,537
Hari Raya ang pow 开斋节青包		
2,100
1,770
Insurance premium 保险费
36,324
38,357
Interest expense on hire purchase 租购利息		
2,917
KLSCCCI history gallery expenses 领航馆费用		
15,524
55,777
KLSCCCI necktie / scarf / t-shirt 商会领带 / 丝巾 / T恤		
(371)
(2,048)
Lunch / Dinner expenses 午 / 晚宴		
1,600
15,523
Maintenance of office equipment  办公室设备维修费
6,672
6,175
6,032
Medical fees 医药费
5,306
Messing 工作餐		
10,444
9,897
7,433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书报
3,499
Overtime allowance 超时津贴
9,883
4,982
Postages 邮费
14,249
14,560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印刷及文具
48,270
48,166
Professional fees 顾问费
14,922
8,046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ritten off
  产业，厂房及配备划销
6
3,843
Quit rent and assessment 会所地税及门牌税
137,806
137,806
Salaries and bonus 薪水与花红
                        17
1,373,789
1,273,191
Scholarship 助学金		
125,000
133,000
Scholarship processing expenses 教育基金行政费		
5,003
3,715
Service charges for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大厦管理费
354,616
347,278
Sewerage charges 排污费                                                                     
9,025
8,436
SOCSO 社会保险
17
15,357
14,333
Souvenirs 纪念品
3,180
3,508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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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468

3,116,002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continued)

NOTE

2019
RM

2018
RM

3,182,468

3,116,002

376
350
44,037
3,000
9,814
4,569
12,954
9,898
4,355
3,771
96,161

500
675
66,544
50
47,380
3,000
14,807
4,280
12,371
8,668
11,957
992
91,639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Sponsorship for : 赞助予
Malayan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Society 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Staff refreshment 职员茶点
Staff tour 职员旅游
Staff training / workshop 职员培训		
Staff welfare 职员福利
Subscription to associations 社团会费
Sundry expenses 杂费
Tax agent’s fees 呈报所得税服务费
Telephone and fax 电话与传真
Transport expenses 交通费
Upkeep and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会所维修费
Upkeep of motor vehicle 车辆维修费
Water and electricity 水电费
		

SURPLUS / (DEFICIT) BEFORE TAXATION 税前盈余 /（不敷）   
TAXATION 税务

                          16

SURPLUS / (DEFICI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本年度盈余 /（不敷）

3,371,753

22,344

(9,326)

13,018

3,378,865

(432,448)
297

(432,151)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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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 现 金 流 动 表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NOTE

2019
RM

2018
RM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会务活动之现金流
Surplus/(Deficit) before taxation 税前盈余 /（不敷）

Adjustments for: 调整项目

Bad debts written off 呆账划销		
Deposit forfeited 没收按金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产业、厂房及配备折旧
6
Gain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出售产业、厂房及配备所得		
GST payable written off 销项税划销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ritten off
产业，厂房及配备划销
6
Interest income 利息
Interest expense on hire purchase 租购利息 		
Operating surplus before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现金流结存

22,344

(432,448)

-

48,745
(23,050)

664,737

647,017

(79,946)
2,917

3,843
(103,807)
-

(12,499)
-

597,553

(2,684)

137,616

Increase in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之增加
(271,399)
(269,912)
Decrease in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应付账款之减少		
(491,493)
(155,636)

Cash used in operations 用于会务活动之现金流

(165,339)

(287,932)

		 Tax paid 已付税务		
(56,187)
		 Tax refunded 退回税款		
9,555
2,806

Net cash us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用于会务活动之现金净额		
(155,784)
(341,313)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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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 现 金 流 动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continued)

NOTE

2019
RM

2018
RM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投资活动之现金流
Interest received 利息		
79,946
103,807
Proceed from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2,500
出售产业、厂房及配备所得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购买产业、厂房及配备
6
(40,969)
(1,080,885)
(Placement)/Withdrawal of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with maturity of more than three (3) months
（存放）/ 取款于银行逾3个月之定期存款

9

(245,930)

1,000,798

（用于）/ 来自投资活动之现金净额		

(194,453)

23,720

(21,316)
(2,917)

-

Net cash (used in)/generated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Repayments of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偿还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Interest paid on hire purchase 已付租购利息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24,233)
用于投资活动之现金净额		

Net de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净减少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374,470)
(317,593)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financial year
803,133
1,120,726
承年初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financial year
承年终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9

428,663

803,133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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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19
1.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Chamber is registered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1966 and domiciled in Malaysia.

The registered address and principal place of meeting of the Chamber is at 7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No.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2.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Ringgit Malaysia (“RM”), which is also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of the Chamber.

PRINCIPAL OBJECTIVES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of the Chamber are as follows:
2.1

2.2

2.3
2.4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the members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e, industries, mining,
agricult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other lawful business;
to promote so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welfare works;

to arbitrate in commercial disputes, to promote stable market conditions, to
strengthen the unity in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nd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war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and

to work closely with such other registered societies having objective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amber by way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the aforesaid objectives.

3.

BASIS OF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4.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MPERS”) in Malaysia.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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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account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have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st convention except a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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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conformity with MPERS requires the
Council Members to make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ffect the reported
amounts of assets, liabilitie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disclosures of contingent
assets and li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also required to exercise
their judg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areas
involving such judgement,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re disclosed in Note 5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lthough these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re based on the
Council Members’ best knowledge of events and actions, actual results could differ
from those estimates.
4.2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nd depreciation

		All item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initially measured at cost. Cost includes
expenditure that i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

		Subsequent costs are included in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or recognised as a
separate asset, as appropriate, only when the cost is incurred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asset would flow to the Chamber and
the cost of the asset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carrying amount of parts that are
replaced is derecognised. The costs of the day-to-day servicing of an item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costs are incurred. Cost also comprises the initial estimate of
dismantling and removing the asset and restoring the site on which it is located for
which the Chamber is obliged to incur when the asset is acquired, if applicable.
		For major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hich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the initial cost
of the asset shall be allocated to its major components and depreciate each such
component separately over its useful life.
		After initial recogniti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except for freehold land are
stated at cost less any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any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es.
		Freehold land has unlimited useful life and therefore is not depreciated.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calculated to write off the cost of the assets to
their residual values on a straight line basis over their estimated useful lives. The
principal depreciation rates are as follows:
		
		
		
		
		
		

Building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Motor vehicle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Renovation					
Computer					

2%
10%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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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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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dual values, useful lives and depreciation method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financial year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method and period of depreci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estimates and the expected pattern of consumption of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in the item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f expectations differ from previous estimates, the changes are accounted for as a
change in accounting estimat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n item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recognised on
disposal or when no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re expected from its use or dispos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t disposal proceeds, if any, and the carrying amount is
includ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mpairment of non-financial assets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ssets, except for financial asset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indication of impairment. If
any such indication exists,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is estimated.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is estimated for an individual asset. Whe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individual asset, the impairment
test is carried out on the cash generating unit (“CGU”) to which the asset belongs.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or CGU is the higher of its fair value less cost to
sell and its value in use.

In estimating value in use,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inflows and outflows to be derived
from continuing use of the asset and from its ultimate disposal are discounted to their
present value using a pre-tax discount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asset for which the future cash
flow estimates have not been adjusted.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he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or the CGU exceeds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asset or the CGU. The total impairment loss is allocated to reduc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s of the CGU on a pro-rata basis of the carrying amount of each asset in the
CGU.
The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mmediately.

An impairment loss for assets is reversed if, and only if,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the
estimate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since the last impairment
loss was recognised.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does not exceed the carrying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determined, net of
depreciation or amortisation, if no impairment loss had been recognised.

Such reversals are recognised as income immediately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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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Provisions
Provisions are recognised when there is a present obligation, legal or constructive, as
a result of a past event, when it is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resources embodying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and a reliable estimate can
be made of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Where the effect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is material, the amount of a provision
will be discounted to its present value at a pre-tax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liability.

Provision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and adjusted to reflect
the current best estimate. If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resources
embodying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the provision
will be reversed.
Provisions are not recognised for future operating losses. If the Chamber has a
contract that is onerous, the present obligation under the contract shall be recognised
and measured as a provision.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a) Finance lease and hire purchase

		

			

		

Assets acquired under finance leases and hire purchase which transfer
substantially all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to the Chamber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amounts equal to the fair value of the leased assets or, if lower, the
present value of minimum lease payments, each determined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lease. The discount rate used in calculat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minimum
lease payments is the interest rate implicit in the leases, if this is practicable to
determine; if not, the incremental borrowing rate of the Chamber is used. Any
initial direct costs incurred by the Chamber are added to the amount recognised
as an asset. The assets are capitalised a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are treated as finance lease obligations. The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capitalised are depreciated over the shorter of the lease
term and its useful life.

The minimum lease payments are apportioned between finance charge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outstanding liability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The
finance charg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ver
the period of the lease term so as to produce a constant periodic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remaining lease and hire purchase liabilities.

(b) Operating lease

			
			

A lease is classified as an operating lease if it does not transfer substantially all
the risks and rewards incidental to ownership.

Lease payments under operating leases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lease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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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mployee benefits

		

(a) Short term employee benefits

		

			

			

Short term accumulating compensated absences such as paid annual leave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when employees render services that increase their
entitlement to future compensated absences. Short term non-accumulating
compensated absences such as sick leave are recognised when the absences
occur.

Bonuses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when there is a present,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to make such payments,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s and when a reliable
estimate of the obligation can be made.

(b)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The Chamber makes contributions to a statutory provident fund and recognises
the contribution payable after deducting any contribution already paid as a
liability and as an expense in the financial year in which the employees render
their services.

			

4.7
		
		

Income tax

Income taxes include all domestic taxes on taxable profits. Taxes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omprise current tax and deferred tax.
(a) Current tax

			

			
		

Current tax for current and prior periods, to the extent unpaid, is recognised as
a current tax liability. If the amount already paid in respect of current and prior
periods exceeds the amount due for those periods, the excess is recognised as a
current tax asset.
Current tax is measured at the amount the Chamber expects to pay or recover
using the tax rates and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ally enacted by
the reporting date.

(b) Deferred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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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s, salarie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paid annual leave, paid sick leave,
bonuses and non-monetary benefits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in the financial
year when employees have rendered their services to the Chamber.

Deferred tax is recognised for all temporary differences, unless the deferred tax
arises from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an asset or liability in a transaction which
is not a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 affects neither
accounting profit nor taxable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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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cogni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unused tax losses and unused tax credits can be utilised. The carrying
amount of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If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sufficien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to allow
the benefit of part or all of that 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 to be utilised,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deferred tax asset would be reduced accordingly. When
it becomes probable that sufficien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such
reductions would be reversed to the extent of the taxable profit.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measured at the tax rates that are expected
to apply to the year when the asset is realised or the liability is settled, based on
the tax rates and tax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by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Changes in current or deferred tax balances are recognised as an income tax expense

or credit and are recognised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equity as the transaction that resulted in the tax expense or credit.
Current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r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when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set off current tax assets against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and when the deferred income taxes relate to the same taxation authority.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any contract that gives rise to a financial asset of one entity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recognised o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when
the Chamber has become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At
initial recognition, a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recognised at transaction price, including
transaction costs if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not measured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xcept a financing transaction. Financing transactions are measured at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uture payments discounted at a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for a
similar debt instrument.

		

and a financial liability or equity instrument of another entity.

(a) Bas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Bas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e cash, receivables and payables, commitments
to receive loans that cannot be settled net in cash, investments in non-convertible
preference shares and non-puttable ordinary or preference shares.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shall b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without any deduction for transaction costs that may be incurred on sale or other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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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debts instrument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whilst commitments to receive a loan are
measured at cost less impairment.

A financial asset is derecognised when the contractual right to receive cash flows
from the financial asset has expired or settled.

(b) Financial liabilities

			
A financial liability is derecognised only when it is extinguished, i.e. when the
obligation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is discharged, cancelled or expired. An
exchange between an existing borrower and lender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terms are accounted for as an extinguishment of the
original financial liabil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financial liability. Similarly,
a substantial modification of the terms of an existing financial liability is accounted
for as an extinguishment of the original financial liabil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financial liability.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 financial liability extinguished

4.9

or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arty and the consideration paid, including any noncash assets transferred or liabilities assumed,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Revenue recognition

		Revenue is measured 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or receivable net
of discounts and rebates.

		Revenue is recogn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will flow to the Chamber, and the amount of revenue
and the cost incurred or to be incurred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 can be reliably
measured and specific recognition criteria have been met for each of the Chamber’s
activities as follows:
		

(a) Services rendered

		

(b) Other types of fee income

			
Revenue is recognised when the services have been rendered to the customer.
			
Other types of fee income are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when the right to receive
		

such fee income is established.

(c) 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is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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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ntal income

			
Rental income is accounted for on a straight line basis over the lease term of an
ongoing lease. The aggregate cost of incentives provided to the lessee is recognised
as reduction of rental income over the lease term on a straight line basis.
4.10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A contingent liability is either a possible but uncertain obligation or a present
obligation that is not recognised becaus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 entity will be
required to transfer economic benefits in settlement or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cannot be estimated reliably. The Chamber does not recognise a contingent liability
but discloses its existence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unless the possibility of outflow
of resources is remote.
		The Chamber does not recognise a contingent asset but discloses its existence
where the inflows of economic benefits are probable, but not virtually certain. When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become virtually certain, the asset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contingent and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5.

SIGNIFICANT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JUDGEMENTS
5.1

		
		
5.2
		
5.3

Changes in estimates
Estimates are continually evaluated and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expectations of future event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stimate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and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Critical judgement made in applying accounting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Chamber’s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critical judgements involved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The following are key assumpt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other key sources of

		

(a)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estimation uncertainty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risk of causing a material adjustment to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in the next financial year.

			

The cost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preciat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assets’ useful lives. Management estimates the useful live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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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s disclosed in Note 4.2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se are common life expectancies applied in the industry which the Chamber
operates. Changes in the expected level of usag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ould impact the economic useful lives and the residual values of these assets,
and therefore future depreciation charges could be revised.

		

(b)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c) Deferred tax asset

			

The Chamber makes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recoverability of receivables. Impairment is applied to receivables where events
or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s may not be
recoverable. Management specifically analyses historical bad debts, receivables
creditworthiness, current economic trends and changes in receivables payment
terms when making a judgement to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Where expectations differ from the original estimates, the differences
would impac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receivables.

			

6.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recognised for all unused tax losses and unabsorbed
capital allowanc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s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losses and capital allowances could be
utilised. Significant management judgement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that could be recognised, based on the likely timing and
extent of future taxable profits together with future tax planning strategie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2019

Carrying amount
Freehold land
Building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Motor vehicle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Renovation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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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as at
1.1.2019
RM

Additions
RM

Disposal
RM

422,410

-

-

72,502

19,451

-

585,963

-

3,027,895
3

1,446,751
21,211

5,576,735

Writtenoff
RM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RM

Balance
as at
31.12.2019
RM

-

-

(112,145)

2,915,750

86,100

(1)

-

(17,222)

68,880

-

-

-

-

9,018

114,569

-

-

(1)

-

-

#
-

-

(16,844)

(146,489)

422,410
75,109

439,474

(361,688)

1,085,063

(664,737)

5,026,566

(10,349)

19,880

[-------------------- At 31.12.2019 --------------------]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RM

Cost
RM
Freehold land

422,410

Building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6,722,018)

2,915,750

86,100

(17,220)

68,880

Motor vehicle

762,806

Renovation

2,057,968

Computer

173,907

13,607,225

# Computer written off with nil carrying amount.

2018

Balance
as at
1.1.2018
RM

422,410

9,637,768
466,266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

Carrying
amount
RM

(391,157)

(323,332)

(972,905)

(154,027)

(8,580,659)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RM

Additions
RM

Written-off
RM

422,410

-

-

60,950

31,063

(3,840)

6

732,448

(1)

(146,490)

8,942

(2)

(11,026)

75,109

439,474

1,085,063
19,880

5,026,566

Balance
as at
31.12.2018
RM

Carrying amount
Freehold land

Building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Motor vehicle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Renovation
Computer

3,140,039
3

-

-

-

(112,144)
(15,671)

-

5 1,808,432

23,297

-

3,646,710 2,580,885

-

-

(3,843)

422,410

3,027,895
72,502
3

585,963

(361,686)

1,446,751

(647,017)

5,576,735

21,211

[-------------------- At 31.12.2018 --------------------]
Cost
RM

Freehold land

Building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Motor vehicle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Renovation
Computer

422,410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RM

Carrying
amount
RM

-

422,410

9,637,768

(6,609,873)

3,027,895

82,677

(82,674)

3

446,815

(374,313)

762,806

(176,843)

13,575,953

(7,999,218)

2,057,968
165,509

(611,217)
(144,298)

72,502

585,963

1,446,751
21,211

5,57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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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uring the financial year, the following cash payments to purchase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ere made:
		
		
		
		
		
		

7.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Financed by building fund
Financed by hire purchase
Cash payments on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2019
RM		
114,569
(73,600)

2018
RM
2,580,885
(1,500,000)
-

40,969

1,080,885

DEFERRED TAX ASSETS
(a) The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made up of the following:

		
			
		
		
		

Balance as at 1 January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Note 16)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2019
RM

2018
RM

-

22,648

-

(22,648)

-

-

(b)		The components and movements of deferred tax assets during the financial year prior
to offsetting are as follow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RM
		

		

Balance as at 1 January 2019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2019

		
		

Balance as at 1 January 2018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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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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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tal
RM
-

-

-		

-

22,648
(22,648)

22,648
(22,648)

-		

-

(c) The amount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for which no deferred tax assets have been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is as follows:

		
			
		
		
		
		
		

8.

Unabsorbed capital allowances
Unused tax losses
Other temporary differences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2019

253,602
(56,388)

182,061
278,524
(57,670)

197,214

402,915

The unused tax losses up to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18 shall be deductible until
year of assessment 2025. The unabsorbed tax losses for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19
onwards will expire in 7 years.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019
RM

2018
RM

256,136
477,490

Other receivables and deposits

733,626

236,268
466,400

Other receivables
Deposits

522,069
60,356

278,465
63,519

1,316,051

1,044,652

Third parties
Education loans

		
		

2018
RM

Deferred tax assets have not been recognised as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can be utilised.

		
		
Trade receivables

		

2019
RM

582,425

702,668

341,984

Trade receivables, excluding education loans, are non-interest bearing and the normal
trade credit term granted by the Chamber is 30 days (2018: 30 days) from date of invoice.
They are recognised at their original invoice amounts which represent their fair value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Education loans are granted to individuals and the repayment is on an installment basis
whereby the first installment commences in the sixth (6th) month after the recipients’
graduation. Each installment amount is 10% of the total granted loan or any other amount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until the total loan amount is fully
repaid.
Education loans are non-interest bearing and the credit term granted for each installment
by the Chamber is 30 days (2018: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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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ash and bank balances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2019
RM		
322,104
2,009,740
2,331,844

2018
RM
265,399
2,194,985
2,460,384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omprise the
following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Cash and bank balances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Less: Fixed deposits with maturity periods of
more than three (3) months

		

10. ACCUMULATED SURPLUS

Balance as at 1 January
Surplus/(Defici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11. BUILDING FUND

2019
RM		

322,104
2,009,740
2,331,844
(1,903,181)
428,663

2018
RM

265,399
2,194,985
2,460,384
(1,657,251)
803,133

2019
RM

2018
RM

2,643,006
13,018

3,075,157
(432,151)

2,656,024

2,643,006

The building fund is in respec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or the acquisition and subsequent
renovation of the freehold land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Chamber, Wisma
Chinese Chamber.

12. DONATION FUND

The donation fund is in respec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or the scholarship to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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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2019		
2018
										 RM		 RM
Other payables

Other payables
Accruals
Advances received
Deposits received

46,641
14,984
938,787
106,879

		

14.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1,107,291

308,779
24,205
1,184,152
83,829
1,600,965

		
2019		
2018
										 RM		 RM
Minimum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 not later than one (1) year
- later than one (1) year but not later than five (5) years

26,436
28,628

-

Repayable as follows:

52,284

-

Current liabilities:
- not later than one (1) year

24,434

-

27,850

-

Total minimum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Less: Future interest charges

Present value of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Non-current liabilities:
- later than one (1) year and not later than five (5) years

		

15. SURPLUS FROM OTHER ACTIVITIES
2019
		
Activities
Anniversary dinner
Berita KLSCCCI
Seminar and other activities

		

55,064
(2,780)

52,284

-

-

Income
RM

Expenditure
RM

Surplus
RM

1,129,100
15,200
1,666,998

(524,599)
(6,115)
(856,810)

604,501
9,085
810,188

2,811,298

(1,387,524)

1,42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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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ctivities
Anniversary dinner
Berita KLSCCCI
Seminar and other activities

		

16. TAXATION

Income
RM
964,222
34,280
354,784

1,353,286

Expenditure
RM

Surplus
RM

(794,561)
(28,497)
(308,080)

169,661
5,783
46,704

(1,131,138)

222,148

			

			

2019
RM

2018
RM

Current tax expense based on profi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s		

9,326
-

(22,945)

			

Deferred tax (Note 7)
- Over recognition in prior years		
			

			

9,326

(22,945)

-

22,648
22,648

9,326

(297)

Malaysian income tax is calculated at the statutory tax rate of 21% (2018: 21%) of the
estimated taxable profit for the fiscal year.
The numeric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tax rate and the applicable tax rate are

as follows:

Applicable tax rate		
Tax effects in respect of:
Movement in deferred tax assets not recognised		
Non-allowable expenses		
Non-taxable income		
Reduction in tax rate on chargeable income of up
to RM70,000 (2018: RM nil) per year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s		

Effective tax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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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18

21.0

(21.0)

(193.3)
830.8
(571.6)
(45.2)
41.7
-

41.7

%

10.4
59.2
(48.6)
-

-

(0.1)

(0.1)

17. EMPLOYEE BENEFITS
2019
RM
Salaries and wages		 1,373,789
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lan		 169,489
Other employee benefits		
16,999

			 1,560,277

18.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Financial instruments

2019
RM

2018
RM
1,273,191
156,465
15,870
1,445,526
2018
RM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1,316,051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2,009,740
Cash and bank balances 		 322,104

				 3,647,895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1,107,291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52,284

				 1,159,575
(b) Method and assumption used to estimate fair value

1,044,652
2,194,985
265,399
3,505,036

1,600,965
1,600,965

		

The fair values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determined as follows: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such as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cash and bank balances,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are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of fair value due to their short-term natu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are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and whose carrying amounts
are a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of fair value.

19. AUTHORISATION FOR ISSU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Council on 13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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