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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东姑拿督斯里赛夫鲁于2020年11月6日 

（星期五）下午4时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1年财

政预算案。这预算案属于政府推动经济复苏计划 — 6R
方案的第5个策略，即振兴经济阶段。

此次预算案主题为“众志成城，齐心共赢”，并制

定3大主要目标为：

（1）人民福祉；

（2）商业持续性；以及

（3）经济韧性。 

为了推行经济振兴配套和复苏经济，我国2020
年 财 政 赤 字 预 计 将 从 原 本 预 测 的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3.2%提高至6%。至于2021年的财政赤字预料将

占GDP的5.4%。

考虑到目前的情况，马来西亚2020年经济成长预

料下调至萎缩4.5%，而2021年经济预估恢复至成长6.5至

7.5%。同一期间，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4.4%，2021
年则预测成长达到5.2%。

预算案拨款
Budget Allocation

领域  Sectors RM billion

   经常开支 
   Operating Expenditure

236.5

   发展开支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69

   冠病基金
   COVID-19 Fund

17

   拨款 
   Allocation
        * 紧急储备金  Contingencies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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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增长率
Growth in Sector (%)

领域

Sectors
2020 2021

服务业
Services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农业 
Agriculture

矿业
Mining

建筑业
Construction

-3.7

-3.0

-1.2

-7.8

-18.7

7.0

7.0

4.7

4.1

13.9

+10.7

+10.0

+5.9

+11.9

+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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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21 National Budget was tabled by 
Minister of Finance, YB Senator Tengku 
Dato’ Sri Zafrul Tengku Abdul Aziz on 6th 
November 2020. The theme for the Budget 
is “Resilient As One, Together We Triumph”. 
The three integral goals are: 

1. Rakyat’s Well-being;

2. Business Continuity; and

3. Economic Resilience



预算案税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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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征税收入介于5万零1令吉至7万令吉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4%降至13%。

 父母医药费、特殊需求及看顾扣税额从5千令吉增至8千令吉。

 个人、配偶及子女的重病医药费税务减免从6千令吉增至8千令吉。

 全面健康检查扣税额从500令吉增至1千令吉。

 残障人士配偶可扣税额从3千500令吉增至5千令吉。

 缴纳私人退休基金（PRS）可扣税额高达3千令吉延长4年至2025年。

 优质生活方式扣税额从2千500令吉增至3千令吉供运动项目开销。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户口（SSPN）税务减免高达8千令吉延长2年至2022年。

 进修可获税务减免涵盖在特定认证机构修读提升技能课程，仅限每年1千令吉，直至2022年。

 失业人士于2020和2021年因失业而获得赔偿的税务豁免额从1万令吉提高至2万令吉。

 首购族购买50万令吉或以下的房屋可豁免贷款合约和转让产业拥有权文件的印花税，有效期从2021
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搁置房屋工程的接手发展商和原本购屋者的豁免印花税期限再延长5年至2025年。

 购买安定保护产品不超过100令吉保费的保险印花税税务豁免再延长5年至2025年。

 移入马来西亚作出新投资的厂家可享有特别优惠税率，直至2022年。

 药剂公司包括疫苗，尤其是冠病疫苗厂商的首10年所得税税率为0至10%。

 研发产品商业化的税务奖掖由公共研究机构包括政府大学扩大至私人大学。

 股权众筹平台（Equity Crowdfunding）的投资总额可免税50%或最多5万令吉。

 私人健康护理服务的出口豁免所得税，直至2022年。

 雇主雇用乐龄人士、释囚和前嗜毒者可享有额外扣税延长5年至2025年。

 香烟包括电子烟征收从价税（ad valorem）10%的国内税。

经济瞭望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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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经济
根据2015年的价格

（占总数%）

The Economy 2021
At Constant 2015 Prices

(share to total in %)

入口	 	 	 	 国内生产品

Imports		 	 	 Domestic Production
外在需求

External Demand
国内需求

Domestic Demand

供应
物品和服务（2万2千259亿3千500万令吉）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RM2,225.935 Billion)

需求
物品和服务（2万2千259亿3千500万令吉）

DEMAND
of Goods and Services (RM2,225.935 Billion)

服务出口
Exports of 
Services

5.8%
公共消费

Public 
Consumption

8.0%

私人投资
Private 

Investment1

9.7%

公共投资
Public 

Investment1

4.1%

1	包括股票变化

   Includes change in stocks. (Source: Ministry of Finance)

私人消费
Private 

Consumption
39.9%

物品出口
Exports of Goods

32.5%

服务入口
Imports of 
Services

7.0%

矿业
Mining
4.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2.8%

服务业
Services
38.3%

物品入口
Imports of Goods

27.8%

农业
Agriculture

4.8%

2万2千259亿3千	
500万令吉

RM2,225.935
Billion制造业

Manufacturing
14.9%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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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2千259亿3千	
500万令吉

RM2,225.935
Billion



2021年联邦政府
财政预算案

The 2021 Federal Government Budget

资金的来源						WHERE IT COMES FROM

发展开支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经常开支

Operating
Expenditure

贷款和采用政府资产
Borrowings & Use of 
Government Assets

26.5%

间接税务
Indirect Tax

13.2%

非税收项目
Non-Tax Revenue

19.4%

如何分配						WHERE IT GOES

经济
Economic

12.1%

退休金
Retirement Charges

8.6%

供应与服务
Supplies & Services

10.2%

债务偿还收费
Debt Service Charges

12.1%

薪金
Emoluments

26.2%

普通行政管理
General Administration

1.2%

保安
Security

2.4%
社会
Social
5.7%

补助金与社会援助
Subsidies & Social Assistance

5.8%

移交予州政府的拨款
Grants & Transfers to State Governments

2.4%

所得税
Income Tax

40.9%

其他
Others
8.0%

(Source: Ministry of Finance)

1	包含收入及贷款
   Consists of revenue and borrowings. 
2	不包括紧急储备
    Excludes contingency reserves.
3	归政府临时性措施基金
    COVID-19 fund under the Temporary Measures for Government 
     Financing COVID-19 Act 2020.

u                                         t

3千225亿4千万令吉
RM322.540 Bill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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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基金
COVID-19 Fund3

5.3%

3千225亿4千万令吉
RM322.540 Bill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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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

《2021年财政预算案》快速调查结果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针对《2021
年财政预算案》进行的快速调查结果显

示，在回收的486份调查中，84%的回复者认为

中小企业没有从中获得援助，45%企业表示将面

对现金流问题，39%预期销售下跌，以及19%反

映缺乏融资援助或正面对融资困难。

中总持续敦促政府关注四项企业存活关

键：即缓解3C问题、加强贷款便利及奖掖、重

新检视税收政策以利降低经商及投资成本，以

及重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助企业在面对

第三波疫情爆发，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的情况

下，稳住脚步。

有关文告全文可浏览https://bit.ly/35cAP69。

                                                                                                                                        （资料来源：中总）

配合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案于2020年11
月6日（星期五）公布，中总也于当

日下午6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通过该会脸书

直播主办了一项“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案线

上解析论坛暨新闻发布会”，邀请马来西亚

全国总商会兼中总总会长暨本会会长丹斯里

拿督戴良业致辞。专题讨论嘉宾包括中总署

理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林宽城、执行顾问拿督

卢成全、总财政谢松坤博士、中央理事孔令

龙局绅和张国林，以及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

心执行董事李兴裕。

中总
“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案线上解析论坛暨 

新闻发布会”

总体而言，这是一项针对性扩张式预算案。

中总对预算案中各项有助应对短期和中期挑战的措

施、政策和支出项目，表示欢迎。这包括如何支撑

本地消费、保障就业、增强和提升技能、帮助企业

永续发展、鼓励企业投资、采纳数字化与创新等。

2021年财政预算案专注于帮助个人、中小型企

业及企业拓展数字化能力及进行数字化转型，以便

在新环境下提高生产力及加强竞争力。中小型企业

应申请政府提供的各种拨款及奖掖，以采用并适应

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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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于2020年10月
23日向财政部提交建议书，就第三波疫情

爆发的有条件式行管令（CMCO）及加强行管令

（EMCO）下，政府可考虑在即将公布之2021年国

家财政预算案中采纳的措施和方案。

中总总会长暨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指

出，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中总多次呼吁民众一起

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尤其是疫苗尚未面世，疫

情若卷土重来，不仅威胁生命，也将对经济和企业

造成更重大的打击和损伤。政府和相关执法单位，

必须严格执行在复原式行管令（RMCO）、条件式

行管令（CMCO）以及加强行管令（EMCO）下所

规范的标准作业程序，不计种族、宗教、政治或社

经地位，均一视同仁。

中总认为，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须取得良好的

平衡。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也针对第三波疫情卷

土重来，工商界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向会员商家

收集了反馈和建议。

在统整上述资料后，中总拟定并提呈了一份详

实的建议书给政府，以助政府在第三波疫情爆发而

延长的疫期下，减缓可预期的经济及社会冲击。其

中包括降低经商成本、税务减免、持续提供融资和

财务便利，刺激民众消费，加速数字化采纳，创造

就业机会，重新培训或提升人力技能，重振旅游业

及加强出口。

中总希望，政府在即将于2020年11月6日公布的

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案，专注在提供纾困援助、税

务减免，以及各种协助缓解现金流难题，成本及信

贷，保障就业及加强消费的措施等，同时也协助企

业及雇员开发新技能并为长期发展做好准备。

A. 病毒遏制和预防措施

1)	 在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中取得平衡。政府的政

策有效性，对振兴经济至关重要。同时，即使

没有行动管制，所有国民也必须合作，完全遵

守标准作业程序，以压平疫情曲线。

2)	 有关单位必须清楚传达预防措施，以免引起民

众的困惑，并持续进行检讨，以确保各造严格

遵守和执行社交距离。

3)	 在特定感染率高的地区实行针对性的有条件行

动管制或加强行动管制，是必要与合适的，以

能中断新传染链，遏制病毒传播。

4)	 要对未来的病毒防控发展保持信心，需要有疫

苗才能完全复苏。

B. 简化3Cs（现金流、成本和信贷）；
振兴私人投资

1)	 继续为商家提供3Cs（现金流、成本和信贷）的

支持，以协助他们坚定应对经济复苏步伐和强

度的不确定性，以及第三波疫情的焦虑。

2)	 必须大力促成具针对性的还贷援助。中总希望

政府继续优先关注在有条件行动管制和加强行

中总九大方向纾困对策
助政府扶持工商界度过第三波疫情



动管制地区的借贷者，并在还贷援助上提供更

加灵活和更符合需求的考量。

3)	 工资补贴计划再延长6个月。失业率（7月为	

4.7%）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失业率为3.3%
或平均50万人），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企业

需获得持续支持，以保留员工和支付薪水，以

协助企业有现金流。

4)	 免征外劳人头税或给予折扣。政府可以考虑在	

2021年免征外劳人头税或折扣50%，降低企业

成本。

5)	 延长商业、工业、农业和家庭用户的电费折扣

期限。

6)	 检讨天然气领域价格，以反映出全球燃料价格

下跌的情况。考虑到疫情对企业的长期影响，

取消必付合约（Take-Or-Pay）的惩罚条款。

7)	 协助企业降低业务成本，并维持运营。大马气

体能源服务公司（GMES）可以考虑将其征收

额外天然气费用的决定，推迟至经济复苏后。

8)	 延长新冠肺炎雇主援助计划（e-CAP），允许

2021年6个月内延长或调整雇主的公积金缴交比

例。

9)	 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所有领域的人力资

源发展基金（HRDF）免税额再延长6个月。

10)	 租金支付：建议(a)减少租金的特别税收减免从

2020年10月起，再延长9个月至2021年6月尾。

该税务减免适用于为大公司租户减免租金的条

件；(b)延长政府租户的租金减免。

11)	 检讨企业所得税率：(a)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021
课税年的24%降低至22%，再到2022课税年的

20%；(b)将2021课税年的中小型企业所得税

率从17%降低至15%；(c)在2020至2021课税年

中，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企业所得税率25%折

扣，最高可达3万令吉。

12) 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制定“重建、复原、重新

想象”的配套。该配套包括财政、货币、金

融、市场营销、科技、数字化与自动化、技术

咨询、产品和市场开发，以及人力资本发展。

13) 专注于投资“新智能基础建设”，用于高科

技、数字化和可持续性目的（再生能源、气候

变化和绿色生态）。这些包括大数据中心、5G
基础建设、新能源汽车（NEVs）的充电站、太

阳能、医疗保健、智慧城市等等。

14)	 检讨再投资津贴。建议再投资津贴，从之前的

15年延长至20年，或所有已经或即将用完再投

资津贴或特别再投资津贴的公司，自动延长额

外5年的特别再投资津贴。此特别再投资津贴将

于2022年课税年期满。

C. 增加现有贷款计划的资金；加强贷
款便利及加速批款

中总建议增加资金数额，简化和改善获得贷款

的条款和条件。根据观察，一些贷款计划较少人申

请。

1)	 增加一些现有贷款计划的贷款规模和金额，尤

其是那些给予微型企业的。快速批准程序，并

缩短批准贷款申请所需的工作日。

2)	 简化可达性、条款和条件。建议降低一些贷款

计划的利率（借贷成本），同时也降低马来西

亚国家银行的隔夜政策利率。

3)	 加强现有资金计划。可以加强20亿令吉的中小

型企业融资计划和10亿令吉的旅游业融资计

划，以提高申请率：(i)零息贷款或2.5%利率，

中小型企业的借款额高达50万令吉，为期12至
24个月，无需抵押；(ii)销售额下降超过30%的

中小型企业可以索赔利息，并可以无抵押地借

款。

4)	 政府担保贷款计划（DPGS）。建议(a)加快审

批流程，并迅速发放贷款担保，因为时间对于

面临现金流问题的企业至关重要；(b)将申请

截止日期从2020年12月尾，延长至2021年12月
尾；(c)贸易设施或贸易值所用的运营资金，可

以续期一年以上；(d)降低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SJPP）2%的担保费。

D. 重新检视税收政策

1)	 推行新税制的时机和税制改革的次序，必须在

国家经济和商业状况及经济结构相符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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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个月分期缴纳2020和2021年课税年的应课税收

入余额。

3)	 不将2021年课税年的CP204税收估计设置为最

多减免去年税额的85%。

4)	 废除7年条件，允许公司无限期结转未吸收的业

务损失和未使用的再投资津贴，尤其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蒙受损失的行业。

5)	 对 于 自 动 化 设 备 的 1 0 0 % 加 速 资 本 补 贴	

（ACA），建议将类型一（橡胶、塑料、木材

和纺织品）及类型二（除了类型一之外的其他

行业）的合格支出金额标准化，并从个别的400
万令吉和200万令吉增加至1千万令吉。此外，

将可申请期限再延长两年。有效期限为2018-
2020年。

E. 提高民众消费力

1)	 延长2021年自愿降低雇员公积金缴纳额的期

限；延长公积金局i-Lestari计划（2021年4月至

12月，每月可提取500令吉）。

2)	 个人免税期（应课税收入在10万至15万令吉之	

间）；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及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的税收范围。

3)	 于2020和2021课税年给予所有纳税人3千令吉的

个人特别减免。

4)	 提供3个月分期缴纳2020和2021课税年的应课税

收入余额。

5)	 发放100令吉电子钱包消费券予年收入低于10万
令吉的群体。在线商店及参与的商家可通过折

扣券（在规定时间内使用）的形式配合。

6)	 延长30令吉公共交通补贴至2021年12月。

7)	 提供1千令吉个人减免于购买个人防护装备（口

罩，消毒剂等）的费用。

8)	 将2021年的生活方式税务减免从2千500令吉提

高至4千令吉，孩子养育金从2千令吉提高至3千
令吉。

9)	 提供2020和2021课税年1万令吉的个人房贷利息

减免。

10) 给予M40家庭在房租方面每年高达4千令吉的个

人所得税减免。

11)	 将私人退休计划（PRS）的3千令吉所得税减免

再延长5年（原定于2021年结束）。

F. 远程办公、数字化及自动化

1)	 加快实施216亿令吉的国家光纤化与连接计划

（NFCP），以改善宽带质量和覆盖范围、降

低宽带价格并为社会各领域提供互联网连接服

务。

2)	 推出由数字化企业组成，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

至少6个月免费数字服务的“数字连接网络”措

施。这有助于中小型企业转向移动办公。

3)	 推行“数字交易线上优惠券计划”，为拥有不

超过10名员工的微型企业提供3千至5千令吉援

助，同时从业务中获得10%共同出资，并提供

网络销售的培训及建议。

4)	 为资讯工艺领域的员工在技能提升和技能再培

训的投资上提供双重税务减免。

5)	 于2020和2021课税年提供100%购置信息和通讯

技术设备的资本津贴。

6)	 延长首1千万令吉的加速资本津贴和自动化设备

津贴，即在可全额申索的2年评估期内再延长2
年。有效期限为2018-2020年。

7)	 提供双重税收减免于开发电子商务网站或移动

应用程序。

8)	 数字营销及在线培训服务补助金；雇主为员工

进行在线培训的奖掖。

9)	 销售点终端系统：(a)首1千个交易不收费；(b)
降低商家折扣率至0.1%；(c)市场发展基金，以

资助销售点终端的设置。

10) 降低电子钱包的商家折扣率。

11) 提供生产力解决方案补津贴，以协助中小型企

业采用新的商业实践及数字技术如IT解决方案

和设备，以及实施业务连续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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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提升技能及创造工作机会

1)	 将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延长至2021年12月杪。

2)	 延长招聘、培训以及企业援助计划至2021年12
月杪。

3)	 为投资人力资本、员工在职培训和再培训计划

的企业提供双重扣税，以提倡数字经济或技术

转移。

4)	 透过公共服务和私人觅职平台，推广职位空缺

和搜索匹配的工作申请者。

5)	 提供高利息奖掖的农业贷款和信贷便利，及给

予农业生产技术协助，鼓励青年进军农业及农

业食品工业。

6)	 支持创业方案：(a)设定特别担保程序，以确保

银行提供每家符合资格的初创公司最高100万令

吉贷款；(b)为初创公司的贷款计划提供利息奖

掖。

H. 振兴旅游和酒店业

1)	 把即将在2020年12月31日截止的四星级及五星

级酒店的奖掖申请截止日期，再延长两年。

2)	 把即将在2020年12月31日截止的旅游营运公司

的奖掖申请截止日期，再延长两年。

3)	 扩大旅游业税务优惠：(a)将2020年7月1日至

2021年6月30日的旅游税及服务税税务豁免的

有效期限再延长一年，即2021年7月至2022年6
月；(b)将国内旅游可享有的1千令吉所得税税务

减免提高至2千令吉，并将2021年12月31日减免

的有效期再延长至2022年6月；及(c)将所得税分

期付款措施的截止日期从2020年12月31日延长

至2021年12月31日。

4)	 协助旅行社及相关业者利用数码科技及方案，

来创造“实时操作”和/或虚拟旅游体验。

5)	 继续落实“旅游泡泡”（Travel Bubbles）计

划，鉴定绿色地区以复兴旅游业。

6)	 协助业者为边境开放做好准备。必须确保旅客

的旅游安全，以提高旅客的信心和刺激旅游需

求。

7)	 透过与私人领域合作，制订一套有关安全、卫

生及测试方面的标准和程序。

I. 加强出口

1)	 取消市场开发援助金（MDG）的30万令吉上

限，这将鼓励更多国内中小型企业参与国际出

口促销活动，拓展业务。

2)	 重启品牌促销奖掖措施。这项措施曾于2003年
推出，目的是为了发展及推广马来西亚品牌至

外国市场，但这项措施已停止。

3)	 为所有生产免税商品的业者提供免税奖掖或销

售税减免，这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

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4)	 为必须缴纳销售税的制造商提供自动减免服务

税，或自动豁免任何可被征税的服务	—	如广告

费用、咨询、会计、工程、保安、信息技术服

务、海关代理、货运代理服务等。

5)	 数字自由贸易区（DFTZ）简化了进口门槛，但

进口最低门槛是有利于进口而非出口。这降低

了当地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因为相比于中国

竞争者特别是消费品销售，本地中小型企业是

处于劣势。

6)	 检讨出口奖掖。( i )只要最终目的是用于出

口 ， 国 内 企 业 间 的 采 购 都 有 资 格 获 得 出

口奖掖；( i i )通过调低出口增长值来修改

符合资格领取奖掖的标准；( i i i )为生产特

定 产 品 如 农 产 品 （ 咖 啡 、 茶 等 ） 、 海 产	

（真空包装熟鱼等）及其他制造产品提供长达5
年的特别出口奖掖及100%的法定收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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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SERC Sdn. 
Bhd.）执行董事李兴裕于2020年

10月6日公布2020年7至9月季度经济追

踪报告。其中有关大马经济状况的摘要

如下：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度

大幅度缩减17.1%。而导致1.5兆令

吉经济瘫痪的原因是行动管制令导

致经济和商业活动“突然停顿”。

 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意味着

人民（政府、家庭和企业）生产和

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总市值在今年4
至6月间降低了691亿令吉至3千零

19亿令吉。

 除了农业领域的增长趋于平缓外，其他经济领域均大

幅度下滑，而服务领域首当其冲，第二季度大幅度下

降16.2%；其次是制造业，第二季度下降18.3%。

 在现金转移和延迟缴贷的财务援助缓冲下，私人消费

在第二季度下降18.5%。

 因担心冠病大流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投资者停止资

本支出，导致今年第二季度的私人投资减少26.4%。

 由于供应链中断和全球需求减少，进出口领域也不容

乐观，实际出口在第二季度减少了21.7%，而实际进

口也下降了19.7%。

 2020年经济预测将下降4%。

 在2021年下半年强劲增长回升的假设下，2021年

经济增长预计将反弹至5%。

 旅游业、航空业和小型企业的复苏步伐并不平

稳，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

 尽管国内游客的增加能带来一定的支撑，但延迟

对国际游客开放边境，意味着旅游业预计在2021
年杪或2022年才能全面复苏，而航空业复苏之路

更要超过2022年。

 一些企业由于人身距离措施而出现倒闭或业务能

力降低，如餐厅和酒店等。由于大规模的裁员导

致劳工参与率下降，也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

 2020年整体通膨估计将下降1%，到了2021年则会

提升1至1.5%。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202020202020年年年777至至至999月季度经济追踪报告月季度经济追踪报告月季度经济追踪报告

                                                                                                                        （资料来源：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有关完整报告已上载至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网站，请浏览
https://www.acccimserc.com/quarterly-economy-tracker/qet2020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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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上午11时至中午12时通过本会脸书

（www.facebook.com/KLSCCCI/）直播进

行第八场线上讲座系列之“大马榴梿销售

新策略”。

线上讲座系列 #8

The 8th KLSCCCI Webinar on “New Marketing Strategy for Malaysian Durian” was organised on 
17th October 2020.

此线上讲座邀请由空姐变身“猫山王后”之称

的首位大量出口榴梿女企业家张丽珠，分享其成功

营销策略的经验谈。张丽珠是和南私人有限公司董

事主席，获得多个奖项包括：金牛奖、中小型企业

及杰出女企业奖。主持人为锺旺添（本会农业及原

产业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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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missed out the live Webinar, please browse the KLSCCCI Facebook (www.facebook.com/KLSCCCI/) to watch the video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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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榴桐销售新策略”连



本会于2020年10月24日（星期

六）上午11时至中午12时通

过本会脸书（www.facebook.com/
KLSCCCI/）直播进行第九场线上

讲座系列之“马来西亚《冠病法

案》对于相关领域的影响”。

线上讲座系列 #9

“马来西亚《冠病法案》
对于相关领域的影响”

The 9th KLSCCCI Webinar on “COVID-19 Bill” ~ Impact on Related Industries was 
organised on 24th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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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missed out the live Webinar, please browse the KLSCCCI Facebook (www.facebook.com/KLSCCCI/) to watch the video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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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上讲座邀请资深律师兼本会法律组成员

担任分享嘉宾。两位主讲人为本会法律组副主任

何富华律师（课题范围：业主及租户、旅游及酒

店业 / 服务业）和本会法律组组员赖爱秀律师（课

题范围：建筑与发展商、破产 / 清盘）。主持人为 

本会法律组组员陈镓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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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促 进 本 会 会 员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商

机，本会工业组于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下午3时30分通过Zoom会议平台

举办了一项线上商机交流会。当天线上参

与者约55人。

此线上商机交流会鼓励会员商家踊跃

参与，以开拓及增进会员之间的联络网及

商机。预先报名的每名会员各享有最多5
分钟，以向线上参与者作出公司背景及产

品或服务介绍。有关公司及产品或服务简

介名单可于http://bit.ly/klscccivbon1reg下

载。

下一场线上交流会订于2020年11月27
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1

A virtu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networking (VBON) session 

was organised by the Industry 
Committee via Zoom Meeting 

on 28th October 2020. Full 
name list and company profi le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ttp://bit.ly/klscccivbon1reg.

The next VBON session will be 
held on 27th November 2020 
(Friday) at 3.30 p.m. through 

Zoom Meeting.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2018-2021年度第15次董事会议（18-09-2020）
会 务 报 告 摘 要

本会会务活动策略

由于新冠疫情关系，本会从7月开始改以线上方式举办

了一系列讲座。截至9月18日，共举办了6场线上讲座。

脑力激荡工作营 - 各组报告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在本会成

枫堂召开董事行动计划策略检讨。

1. 针对简化会员的申请程序，董事会建议总务组进一

步探讨，如使用线上申请，审核程序等等。针对商

机交流方面，会长吁请本会与中总配合，更有系统

的规划及执行，以开拓马中的商机，同时加强与雪

州政府之合作，开拓雪州之商机。

2. 总秘书颜文钦表示与商团会员进行Zoom线上交流会

议的建议很好。此举可与各商团会员之会长以外的

理事增进情谊及交流。

3. 总秘书表示因疫情所致，7楼秘书处办公室提升计

划将挪至明年再作探讨。此外，秘书处上班时间从

2020年8月份开始已调整至每周工作5天制。

4. 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表示，目前我国经济深受疫

情影响，因此希望本会能在这关键时期出一份力，

以激活及振兴市场、激励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及本

地企业家度过这充满挑战的时期。

	 本会董事议决一致同意会长的建议，即设立一个筹

委会，联办“振兴马来西亚市场消费”活动。

5. 副会长拿督陈镇明认为，可结合各方力量共同思考

以找出更多方法，带动本地旅游及手工艺品，开拓

本地旅游商机。

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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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组

1. 秘书处已初步向UPA Press Sdn. Bhd.索取印制2021年
日记簿之报价，建议印刷数量为约3,000本。

2. 本会购买保障董事避免被起诉之保险将于2020年	

8月17日届满，本组议决继续委任MPI Generali 
Insurans Berhad为承保公司。

3. 本组一致通过继续更新本会爱马来西亚展销会商标

注册，以避免该商标被他人滥用，同时该商标也具

其历史意义。

4. 本组建议2020年常年会员大会现场采用QR Code供
会员扫描参阅或下载常年报告书，准备包装简便茶

点供有需要的会员，由秘书处再与总秘书探讨和研

究较理想的座位排法。

5. 本组原则上同意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厦门市委员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有待对方确定签署仪式事宜。

6. 本组一致接纳本会继续成为Jom Transform计划支

持单位，并允许UOBM在其宣传平台上纳入本会会

徽。

7. 本组建议本会也委派代表参与中总安排的欢送任期

届满回国及欢迎新任中国大使与参赞之相关节目。

8. 总秘书建议秘书处整理出领航馆Coffee Table Book
的策划与实际进度时间表，以方便与马大方讨论，

尤其是相关对方的承诺方面。

9. 本大厦管理委员会第10次常年会员大会已于2020
年7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在本会大会议室

召开，中选为大厦管理委员会之代表为张裕民律师

（B1, B2, B3）、丹斯里拿督张昌国（底楼）及拿督

吴逸平（6楼），同时分别担任大厦管理委员会主

席、秘书及财政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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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组

本组已于2020年8月8日（星期六）上午11时正至中午12
时正举办主题为“中小企业必须了解的网络安全新策

略！”的线上讲座。

商业组

1. 企业达人2.0—智慧传承撰编团队提交的英文版试排

初稿得到筹备小组的同意，目前正处理所有已专访

企业家的英文版稿件，秘书处将陆续与企业家确认

相关的英文稿。

	 会长建议另辟新的类别，广邀本会董事参与，所需

数额可少于现有之10万令吉，以扩大此专辑之参与

人数。同时也将本会董事之营商理念及价值观予以

记载，让更多人获益。

2. 本组及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决定将振兴市场消费运

动计划专注在实体营运市场，并建议推出优惠电子

券活动。本会已于8月初提呈相关建议予财政部。

法律组

经本会常年会员大会（15-8-2020）批准的英文版章程修

改建议，已于2020年8月18日提呈予吉隆坡社团注册局，

目前仍有待批准。

福利组

1. 本组2020年度（下半年）的活动策划：马来西亚

日：慈善聚餐会、慈善捐献、派发国旗及T恤活动；

医疗保健讲座；年度会员高尔夫球锦标赛。

2. 经本组主任傅桂洋与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讨

论后，本会福利基金拨出善款RM20,000支持慈济基

金会“Kita1Keluarga	守望相助”纾困计划。

文教组

1. 本会从1995年至今，共批准贷学金RM2,679,650。至

今发放出去的总额为RM2,553,650。

2. 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已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Zoom召

开第3次会议，一致通过授权本组处理2020年度教育

基金申请、遴选等工作项目。

3. 本年度大专助学金的录取名额为23名，颁发总额为

RM42,500。同时，本组也批准2位大专生的贷学金

申请。

4. 本年度中学助学金的录取名额共有98名，助学金颁

发总额为RM61,350。

5. 本组已于2020年9月5日（星期六）上午11时正，在

本会领航馆举行教育基金颁发仪式。

6. 筹委会建议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暂

订于2021年年初举行。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

本组经于2020年9月2日（星期三）晚上8时30分至9时
30分举办“绝处？发掘生机。”线上讲座。

数字经济组

1. 本组分别于2020年7月15日、7月18日及8月22日举

办隆雪中总线上讲座系列#1“Tina, Fomo和1968：
让股民疯狂吗？”、隆雪中总线上讲座系列#2“国

家经济重振计划（PENJANA）-	 商业复原良药?”

及隆雪中总线上讲座系列#5“数码化转型	-	中小企

业如何善用政府奖掖?”。

2. 本组建议邀请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署理执行长黄家

建为本组组员。

农业及原产业组

1. 本组将于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11时正至

12时正主办“大马榴梿销售新策略”线上讲座。

2. 本组建议接下来之讲座可涵盖热带水果（木瓜，香

蕉，姜，胡椒）种植技术及分享马来西亚农业发展

情况，并以交流及分享会方式进行。另，砂拉越古

晋农业考察将展延至2021年举办。

金融科技及资本市场组

本组已于2020年8月5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至11时
30分举办线上讲座系列（三）之“中美贸易战、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经济走向何方？科技指数创新高是否仍有

上升空间？”。



会务动态
389   

16

青商团

1. 本团共有499位团员。本团在2019/2020中总各基本

会员广招青商会员运动以团员人数增加115名夺得冠

军。同时，本团建议新增以下团员：

	 姜近宏				郑筱旌				沈景波				陈沛玄				林建寿				

	 罗名耀				夏巧娟				许凯勋				邱慧丽

2. 副团长建议邀请团员朱运全、曾尔略、黄佩菱、林

声伟和李伟生成为执委。

3.	 本团将于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晚上8时30分透

过面子书专页直播第7场线上讲座—居危思变，凝

聚团队疫下逆转胜。

4.	 本团的招贤纳士活动暂定于2020年11月25日（星期

三）举办，团长建议以实体结合线上的方式进行，

并以“商会与青商”为主题，希望能邀请几位成功

且熟悉商会的企业家担任分享嘉宾。

5.	 本团从9月开始，每两个星期举办一次经验分享，

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分享他们的自身经验，同时

与团员们互动交流。

建筑及地产组

1. 本组主任将提呈一站式服务中心流程中的预先咨询

课题至2020年9月10日召开的经济行动理事会产业

小组筹备会议。

2. 本组主任报告已约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新任秘书长

和就房屋部主持下成立建筑物管理委员会和房地产

代理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将跟进有关进展。

3.	 本组主任将在2020年9月10日召开的经济行动理事

会产业小组会议上征询暂停发放新酒牌和娱乐执照

事宜。		

4.	 本组认为冠病法案有利有弊，并建议法律组举办一

项有关讲座。

5.	 本组将支持住宅租赁法令若其可以通过拟议的仲裁

庭，更有效和廉宜地解决租户和屋主之间的纠纷。

但该法令不得用于控制租金、租户类别等。

女企业家组

1. 主任恭贺副主任郑美菇刚荣任马来西亚连锁协会会

长一职。

2. 主任表示正联合商业组及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参与

讨论如何振兴本地零售市场。

公共联络及旅游业组

1. 针对国内旅游方面，主任表示因疫情关系，情况是

有所改善及有利的，尤其是巫裔同胞之市场。

2. 副会长丹斯里拿督张昌国表示政府提供之国内旅游

税务减免1千令吉也有助于推动本地旅游业，建议

可呼吁政府增加此数额，加强国内旅游活动。

3. 会长表示本组可探讨拍摄电影，宣传本地美丽及丰

富的资源，推广本地旅游，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4. 主任表示接下来主要将配合中总华商大会之筹备工

作、与雪州政府	/	市政府积极交流促进商机。

马中经贸委员会

本会将安排前往拜访新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唐锐公

使，日期和时间有待确定。

国民团结组

本会于2020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本会底楼成

枫堂协办由中总主办的“2020挥动国旗迎国庆”活动。

主宾是国家团结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郑联科上议员。

广招会员小组

2019/2020年中总各基本会员广招会员及广招青商会员运

动已在2020年6月30日圆满结束，本会会员人数增加204
名，获得季军。

116 周年会庆晚宴小组

董事会建议今年116周年会庆晚宴照旧举办，并改为内部

方式庆祝，只邀请董事和企业达人受访者参与。会长表

示他将赞助晚宴费用，而每位董事赞助最少RM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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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s Activities Strategy

Due to concern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hamber has organised series of webinar since 

July 2020. As at 18th September 2020, a total of six 

webinars have been organised.

Progress Report of Brainstorming 

Workshop

The Chamber held the Council Member Strategy 

Review Session on 11th July 2020 (Saturday), 2.00 p.m. 

at Seng Peng Hall, KLSCCCI.

1. Referring to proposal to simplify th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he Council suggested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such as online application, review procedures, 

etc.

 Referring to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Networking 

(BON), the President urged the Chamber 

to work closely with ACCCIM to plan and 

execute systematically to promot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and also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on with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for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2. The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Mr. Gan Boon 

Khim opined the idea of conducting zoom 

meeting with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is good. 

Besides promoting rapport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resident, we may build more rapport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ouncil members as well 

through this way.

Summary Report of the 
15th Council Meeting (18-09-2020) 
of KLSCCCI for Year 20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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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informed that the 

renovation works of Secretariat Office at 7th Floor has 

been postponed to next year for review. Besides, the 

working hours of Secretariat has been adjusted to 

5-days work from August 2020.

4. Tan Sri Datuk Ter Leong Yap, President of KLSCCCI 

indicated that our country’s current economy 

situation is severely affected by COVID-19 pandemic, 

therefore he hopes that Chamber can make some 

efforts to contribute especially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to activate and revitalize the market, promote 

domestic consumption,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encourage local entrepreneurs to get through this 

challenging period.

 Council members unanimously agreed to the 

President’s proposal to establish an Organising 

Committee to jointly organise the event of “Revitalizing 

Malaysia’s Market Consumption”.

5. Vice President, Dato’ Tan Tian Meng opined that 

combining strength from various parties to brainstorm 

more solutions could promote local tourism and 

handicrafts to explore local tourism business 

opportunities.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1. Secretariat has obtained the quotation for printing the 

Diary 2021 from UPA Press Sdn. Bhd., the proposed 

printing quantity is 3,000 books.

2. The Indemnity Insurance of the Chamber has expired 

on 17th August 2020 and needs to be renewed.

3. The Committee unanimously approved to renew the 

Trade Mark Registration for Expo Cintai Malaysia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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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hamber, to avoid unnecessary misuse 

by other parties, and the logo also has its special 

meaning historically.

4. The Committee suggested using QR Code on 

site for members to scan and read or download 

the annual report instead of printing, to prepare 

packed refreshments for members in need, the 

Secretariat to further discuss and arrange a more 

ideal seating arrangement of KLSCCCI AGM 2020 

with the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5. The Committee agreed to sig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Xiamen Committee, the 

signing ceremony and related matters are yet to 

be confirmed.

6. The Committee unanimous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Jom Transform 

Programme and agreed to provide logo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aid programme.

7. The Committee suggested to appoint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arewell and 

welcoming events of Ambassador of China to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counselors.

8.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suggested that 

Secretariat work out a work progress schedule 

of KLSCCCI Coffee Table Book to compare the 

“Plan and Actual timelines”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 

with UMP and MCRC,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commitments of the related parties.

9. The 10th AGM of WCC MC was held on 22nd July 2020 

(Wednesday) 3.30 p.m. at KLSCCCI Conference 

Room, Mr. Chong Jee Min (representing B1,B2,B3), 

Tan Sri Dato’ Teo Chiang Kok  (representing Ground 

Floor) and Datuk Ng Yih Pyng (representing 6th 

Floor) were appointed as the Chairman,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respectively after being elected at 

the election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office 

bearers.

Industry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d successfully held a webinar titled 

“New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SMEs must know!” on 8th 

August 2020 (Saturday), from 11.00 a.m. to 12.00 noon. 

Commerce Committee

1. The editorial team of Special Publication of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2.0 submitted the 

preliminary draft of the English layout to Organising 

Committee and obtained their approval. Currently, 

all English layout are in process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follow up with entrepreneurs to confirm the said 

layout.

2. The Committee and PR & Tourism Industry 

Committee decided that the economy recovery 

plan will be focused on offline market, and 

proposed to launch E-Cash Promotion Campaign. 

The Chamber has submitted the proposal to 

Ministry of Finance in early August 2020.

Legal Committee

The Chamber has submitted the English version 

proposed Constitution amendment to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ROS) on 18th August 2020, after it was 

approved in the Chamber’s AGM held on 15th August 

2020. Currently,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amendment 

is pending approval by ROS KL.

Welfare Committee

1. Activities planning for the 2nd half year 2020 are: 

Malaysia Day Celebration: Charity Luncheo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Flags & T-shirts; Health Talk; Annual Golf 

Championship.

2. The Committee Chairman discussed with Tan Sri 

Datuk Ter Leong Yap, President of KLSCCCI and 

decided to donate RM20,000 to Tzu-Chi Foundation 

in support of the “Kita1Keluarga Relief Programme”.

Culture & Education Committee

1. KLSCCCI has approved education loans amounting 
to RM2,679,650 since 1995. To date, the total loans 
disbursed amounted to RM2,553,650.

2. The 3r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of 
Scholarship Fund was held on 24th June 2020 via 
zoom meeting, unanimously approved to authorise 
the Committe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Scholarship Fund for the year 2020.



3. The Committee suggested presenting a total 

scholarship of RM42,500 to 23 applicants and 2 

applicants for education loan.

4. The Chamber presented a total scholarship of 

RM61,350 to 98 secondary students.

5.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proposed to organise 

the 16th Mahua Literature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in early 2021.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s organised a webinar on “Disruption? 

Search for Your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on 2nd 

September 2020 (Wednesday), 8.30 p.m. to 9.30 p.m.

Digital Economy Committee

1. The Committee organised KLSCCCI Webinar Series 

#1 “Are Tina, Fomo & 1968 Driving Equity Investors 

Crazy?”, KLSCCCI Webinar Series #2 “Is PENJANA 

the Solution for Business Recovery?” and KLSCCCI 

Webinar Series #5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How 

Can SMEs Leverage the Government Grant?” on 

15th July, 18th July and 22nd August 2020 respectively.

2. The Committee proposed to invite Mr. Wong Kah 

Cane, Deputy CEO of Malaysian Timber Council as 

Committee Member.

Agriculture & Primary Industries 

Committee

1. The Committee will organise a webinar on “New 

Marketing Strategy of Malaysia Durian” from 11 am 

to 12 noon on 17th October 2020 (Saturday).

2. The Committee suggested that the coming 

seminars  to cover tropical fruits (papaya, banana, 

ginger, pepper)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sharing on 

the overview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agriculture, 

and suggested to conduct interactive and sharing 

sessions. Meanwhile, the Agricultural mission to 

Kuching, Sarawak will be postponed to next year.

FinTech & Capital Market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d organised the Webinar Series #3: 

“Are There Still Opportunities in the Tech Sector? Outlook 

on a Post-COVID-19 Economy” on 5th August 2020 

(Wednesday) from 10.30 a.m. to 11.30 a.m.

Young Entrepreneurs Committee

1. The Committee has a total of 499 members. 

With an increase number of 115 members, the 

Committee has won the championship in ACCCIM 

Young Entrepreneurs Membership Drive Campaign 

by Constituent Members 2019/2020.

 The Committee suggested to invite the following as 

members:

 Mr. Ryan Keong Kin Hon Ms. Tay Siao Jing

 Mr. Sim Chin Poh Dr. Tan Pei Shian

 Mr. Jeremy Paulinus Lim Kean Siew

 Mr. Low Min Yew Ms. Hah Cheau Jiuan

 Mr. Khor Kai Xun Ms. Khoo Hui Lee

2. The Deputy Chairman suggested to invite members, 

Mr. Alvin Choo, Mr. Alex Chan, Ms. Eugenie Wee, Mr. 

Lim Seng Woei and Mr. Vincent Lee as EXCO of the 

Committee.

3. The Committee will live stream the KLSCCCI Webinar 

#7 through Facebook page on 23rd September 

2020 (Wednesday) at 8.30 p.m.

4. The Young Entrepreneur Members Recruitment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is tentatively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25th November 2020 

(Wednesday). The Chairman suggested to organise 

the event in both physical and online with the 

theme “Chamber and Young Entrepreneurs”, invites 

several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that familiar with 

the Chamber as speakers.

5. The Committee will organise a series of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s every two weeks starting in 

September, inviting speak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 

with YEC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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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 Property Committee

1. The Committee Chairman will bring up the issue of 

Pre-Consultation in One Stop Centre Process to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of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EAC) Subcommittee on Property to be held on 10th 

September 2020.

2. The Committee Chairman reported that a courtesy 

call was arranged to meet the new KSU of Ministry 

of Housing & Local Government (KPK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oard of Building Managers and a 

Board of Estate Agents under the Auspices of KPKT 

was discussed and follow-up action on the progress 

will be taken.

3. The Committee Chairman will inquire about 

suspension on new liquor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es in the meeting of EAC Subcommittee on 

Property to be held on 10th September 2020.

4. The Committee opined that there are pros and 

cons of COVID-19 Bill and proposed the Legal 

Committee to organise a talk on it.

5. The Committee will support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if it can resolve disputes between tenants and 

landlords more efficiently and cheaper through the 

proposed Tribunal. However, the Act must not be 

used to control rents, class of tenants, etc.

Women Entrepreneurs Committee

1. The Committee Chairperson congratulated her 

deputy, Mdm. Shirley Tay for being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Malaysia Retail Chain Association 

(MRCA).

2. The Committee Chairperson informed that the 

Committee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Commerce 

Committee and PR & Tourism Industry Committee 

on how to promote the retail market in Malaysia.

Public Relations & Tourism Industry 

Committee

1. Vice President, Tan Sri Dato’ Teo Chiang Kok 

informed that government provided tax relief of 

RM1,000 for domestic tour expenses, which help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He proposed to request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tourism industry.

2. President suggested the Committee to explore the 

idea of short filming to capture local beautiful and 

plentiful resources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and attract more foreign tourists.

3. The Committee Chairman mentioned that the 

Committe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ACCCIM for 

the preparation of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 

Convention and interact actively with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 local authority to promo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alaysia–China Economic, Trade & 

Investment Promotion Committee

The Chamber will arrange to pay courtesy call on 

the newly appointed Minister of Embassy of China in 

Malaysia, Mr. Tang Rui, the date and time are yet to be 

confirmed.

National Unity Committee

KLSCCCI co-organised the “Raising of National Flags 

for Merdeka Day 2020” with ACCCIM on 8th September 

2020 (Tuesday) at 10 a.m. at KLSCCCI’s Seng Peng Hall. 

The Guest of Honour was YB Senator Dato’ Sri Ti Lian Ker, 

Deputy Minister of National Unity.

Membership Drive Committee

ACCCIM Membership Drive Campaign by Constituent 

Members 2019/2020 has ended on 30th June 2020. 

KLSCCCI has won Third Prize. 

116th Anniversary Dinner Committee

The Council unanimously proposed to continue 

organise the 116th Anniversary Dinner internally. Only 

Council Members and entrepreneurs who took part 

in the Publication of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will be 

invited. The President pledged to sponsor the dinner 

expenses, while Council Members to sponsor at least 

RM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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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机械五金商公会
第14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 

Website: www.safma.org.my

1. 全体照。

2.	 在监誓嘉宾许圣杰总会长（左坐

者）见证下，署理会长周国球签署

宣誓名表。

3.	 移交宣誓名表，以示宣誓就职宣告

圆满。

4.	 新任会长林毓峯致词。

本 会 属 会 活 动

4.2.

3.

1.

11/09/2020（星期五）                           晚上7时正                            粤潮海鲜酒家



下期：忍耐及毅力
Next: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摘自中总第六版实践优良传统价值及良好工作准则）

(Source : ACCCIM 6th Edition Promoting & Practising Universal Values & Good Work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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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然有序  Orderliness
井然有序由家里开始。

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环境井然

有序，将反映我们在工作上有

条不紊的办事方式。

生活中井然有序也显示我们是

高效率的人，这个优点也可使

用在管理公司上。

为了协助实现目标，你应该有年度计划，每月、每

周与每天活动计划。

我们处事有条不紊不仅提升效率，它也会激励周边

的人奉行井然有序的作风。

Orderliness starts in our own home.

Orderliness in our place of work, whether in the office or 
factory, will be reflected in how we perform our duties - in 
an orderly manner.

Orderliness in our life is an indication of an efficient person. 
This will be duplicated in a company that he manages.

Plan your annual, monthly, weekly and daily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vision or target you have set.

Our personal orderliness will inspire others around us 
to follow suit and contribute to general efficiency in our 
endeavours.

热诚  Passion
应培养年青人对职

业或事业热诚。对

身 处 的 领 域 具 备

热诚，才能出人头

地！

企业家与员工应该专注于对工作的热诚与对高水平

工作感到自豪，而不是著重于更短的工作时间与公

司为员工提供的福利。

如果个别员工具备工作热诚，对个人和公司都会带

来好处。

如果对工作有热诚，就会享受工作，不会感觉工作

枯燥无味和有压力。

Passion for a vocation or a career should be nurtured in the 
young as they are likely to excel in things they enjoy doing!

Passion or taking pride in one’s work appears to be a 
diminishing factor among many of today’s employees 
and entrepreneurs. Many just look for more benefits, less 
working hours, rather than show passion in what they do.

Passion in one’s work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the company.

Being passionate in what we do means we enjoy doing it 
and will not look upon the job as boring or str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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