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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2021年 6月26日（星期

六）上午11时通过Zoom会议

平台举行本年度常年会员大会。这是

本会创会百年以来首次线上进行常年

会员大会，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创举，

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本会今年

度的会员大会也适逢董事会3年一届

的选举。

会长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讲词

今天是隆雪中总2021年常年会员

大会，能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感到

非常高兴。我要感谢每一位参会的会

员，你们的一路相伴和支持，是隆雪

中总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担任隆雪中总的会长，是我一生

的荣耀。9年前，也就是2012年6月，

承蒙会员们的信任和支持，推选我为

会长，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舞台，

服务中总。

今天对我而言，也是个特殊的日

子。岁月如梭，弹指之间，我担任隆

雪中总会长已有9个年头了，这个使

命即将告一段落，到了交棒的时候。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会长的身份参加

并主持隆雪中总的会员大会。

我借此机会向你们致谢，也感激

许多前辈给予指导，让我在领导隆雪

中总的工作上能够胜任愉快，有所作为。还有历届的董事们，你们的精诚

合作和鼎力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前进。

作为隆雪中总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把小事

办实，大事办好，难事办成。我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团队，我的一班好兄

弟、好姐妹及好伙伴们，我会一直铭记这段美好时光。这些年的体会和收

获，绝对值得放在我人生历程中最显眼的位置，好好珍惜。

The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as held virtually on 26th June 2021 
via the Zoom online platform. The AGM was the inaugural virtual AGM of 
the Chamber in its hundred years history since inception, and a historical 

moment that transcends time setting a milestone for the Chamber.

2021年

线上会员大会

暨 董事选举



隆雪中总，一直秉持先贤的创会宗旨，竭尽所能为

会员争取权益。这些年来，我们以“创造价值”为重点

目标，顺应需求，不断革新，推进会务，包括现代化组

织、加强品牌与对外关系、优化网站、翻新成枫堂、设

立“领航馆”、会务和活动数码化运作等。在大家的支

持和努力下，这些项目都取得良好的进展和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隆雪中总和南洋商报联办的“英

雄奖”，三届里共选出了18位得奖人，不分种族，表扬

他们助人为乐的善举和道德榜样，为社会注入暖流。今

年4月，我们收到了一个特好消息，“英雄奖”得奖人

物事迹，被纳入了小学各源流课本中，让学生认识这些

平凡却伟大的人物，让仁爱与和谐的优良价值观发扬光

大。这项创举，是我们努力促进国民团结道路上最美好

的收获。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提醒我们世事无常，需要我

们心怀慈悲，以平等心和同理心对待他人。这期间，许

多雪中送炭的真人真事，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生活里，

体会到满满的感动。当下，国家正需要每一个人，对国

家、对社会添砖加瓦，也需要我们多一些耐心，多一些

担待，共赴时艰。

我非常感激会员商家在疫情面前，挺身而出，为国

家的抗击疫情防控战，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贡献爱

心和力量，彰显企业的责任担当。在紧要关头，我们发

动筹款，捐赠医院所需要的医疗器材及防护用品，包括

医用手套、呼吸器、中央监控系统（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ICU病床等等，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医疗系

统量能。

隆雪中总也积极参与国家的抗疫工作，配合母会的

防疫特别工作队，迅速应对疫情，致力解决工商界的困

难，至今已向政府提交了超过40份建议书。在这方面，

中总会继续努力，时刻关注工商界问题，下情上达，协

助各行各业，迎难而上。

我国防治疫情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过程中，政

府各部门和机构本应有所借鉴和汲取经验，可惜的是，

来到行管令3.0，政府在规划和执行上仍然漏洞百出，

让人无所适从。诸如方案不周、协调不力，准备不足，

朝令夕改等乱象，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朝野政党的争

论、部门之间的内部矛盾，不仅对协调应对疫情构成巨

大障碍，也对那些已承受压力，正在挣扎求存的家庭、

个人和企业雪上加霜。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敦促各部门

和机构，必须相互协调，计划和审查每一个具体细节。

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标准作业程序时，确保中央、州和

地方政府对执法尺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落实前，与

利益相关者和工商界对接沟通，超前规划布局，以确保

指南和法规的一致性，避免混淆。如果把以上细节做得

好，标准作业程序明确，确保中央、州和地方政府及所

有单位执法一致性和统一性，同时严格执法，所有人也

必须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加上更快接种疫苗，疫情

将受控，政府要尽快解除全面行管令（FMCO），因为

企业、大小商家、甚至小市民已经无法挺下去了。

疫情颠覆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也为我国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政局不稳定，经济萧条、百业凋零，

人民生计不保。而国内各种课题层出不穷，决策反复欠

周延、国内族群关系备受考验，不禁令人民感到前途茫

茫！马来西亚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来有效地控制疫

情，恢复经济动力。

在这方面，我认为，马来西亚必须在4大领域，做

出重大的改革，重建马来西亚。

第一    社会与经济

第二    教育体系

第三    政治和政府体制

第四    种族和谐与国民团结

在社会改革方面，是要缩小收入增长差距，不分种

族，只要有需要帮助的B40弱势群体，收入不好，我们

都应该想办法尽力帮助他们。除了在资源上给予帮助，

更重要的是，也要帮助B40低收入群人民，在思维上有

所改变，主动投入更多的努力，做出付出，进而积极求

变，自我完善，迎头赶上。

因为从长远来看，不断派发现金是难以持续的。 

“给你鱼吃，不如教你捕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才是最重要和可以持续的方式。我打个比喻，

我们把一万块钱现金发放给一个人，他或许半年就花完

了，但是，如果把这一万块钱来培训他，来提高技能和

知识，改变他的思维，进而提高了这人的就业能力、效

率和生产力，帮助他获取更高薪水的工作，让他能够

继续的为他自己赚取更多的一万块，使我们的国家持续

进展。这样的把钱用在刀刃上，教导他们如何捕鱼，那

么，这一万块钱，就如同会生金蛋的鹅，可以创造更多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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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责无旁贷，必须提供更良好的环境条

件，尽力缩短城乡差距，并透过改善水电、医疗、交

通，也包括5G网络等基本设施，来支持和帮助这些弱势

群体，面对挑战，从而改善生活水平。

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三管齐下，政府、雇主和雇

员必须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有利发展的环境。

第一，是在思维方面，所谓“心态改变力量”，我

们必须具备“走出中等收入，迈向先进和高收入国家”

的思维。

第二，提高产业链的价值。在这方面，政府要致力

于营造更好更有效率的经商环境和条件，以让工商界能

够透过转型，提高产业链价值、生产力和竞争力。与此

同时，更加充分的利用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等。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市场和资源毕竟有限，我们

必须集中，充分利用国家的强项，和天然资源的优势，

最大化其效益，以提高产业链价值，比如棕油下游、石

油下游、旅游资源、制造业、电子电器业等优势领域。

又比如我国在农业和食品生产领域，深化技术，如传感

器、设备、机器和信息技术的部署，可以更有效地增值

和优化农业资源的规划与运营，藉此提高生产效率，迈

向工业4.0。

我们也必须充分利用区域贸易协定的优势。例如，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让关税

壁垒降低、贸易规则趋向宽松，也将带来更好的贸易服

务便利，结合电子商务和数字化的趋势，为中小企业打

开大门扩大出口，提供了参与全球经济的新机遇。

教育乃立国之本，所谓“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

强则国家强”，推动和提升教育质量的改革，至关重

要。我们处在一个科学和技术主导世界地位的时代，顺

应发展，我国须栽培大量掌握科学、工艺、工程与数学

（STEM）创新型工程人才，应付市场所需，推动创新

经济。只有培养更多具备高技术及创新能力的人才，才

能为产业导入新的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来为产

业提供更高的附加价值。

消除数码差距（Digital Divide），疫情让教学必须

转到线上，进而突显我国城市与乡村资源落差及数码鸿

沟。诸如网路覆盖率不足、网速不佳及无法负担网课设

施等问题，也让教师与学生吃尽苦头，政府应透过加强

宽频支援计划，弥补学生数位学习落差，解决网络设施

的根本问题。

打造顶尖教育水平，大马需要世界一流的教育工

作者，增强教师的专业素质，无论任何职位，招聘应不

分种族、宗教和国籍，以能力与绩效为标杆，提供公平

及完善的晋升和奖励制度，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专

才，以及我国的顶尖人才回流，为国家做出贡献，让我

国的教育达到世界水平。

我国在全球2020年的贪污印象指数（CPI）评级排

名从2019年的51名下跌6名至第57名，突显了国家各机

构改革停滞或成效不彰。执政者必须对各种弊端进行有

计划、有步骤且坚决彻底的改革，促进人民对政府的认

可和信任，国家未来才有无限的希望。

我们希望，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

司法任命委员会（Judicial Appointments Commission） 、 

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Suhakam） ， 

以 及 大 马 反 贪 委 员 会 （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 MACC）各机构的主席任命交由国会专责

委员会来决定，以确保这些机构保持专业独立，并有效

履行职责，避免滥权。

我们也建议:

a. 检控司应与总检察署分开，以消除利益冲突。

b. 建立透明的政治献金管制法令，以确保政治献金

高度透明且免于贪污。 

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对于政治参与者的监督观念，政

治参与者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应该严格遵守高道德标准

并具备才华与能力，才能有效推动国家发展的议程。总

体来说，在优秀人才的治理，以及良好体制下，才能促

进国人对法治的信任，从而建立威信，国家才有前途和

希望。

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包容、和

谐、公平、繁荣及进步，且不受到任何歧视的社会和国

家。多元种族及宗教理应被视为国家发展的优势，而不

是造成国家对立和分裂因子。我国应该透过建立一个拥

有包容性的国家建设政策，发挥多元族群、宗教、语言

和文化的优势，从而打造我国跃升先进国家之列。

我们建议，政府应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以

平衡各族群的需求和利益，确保各族群都获得照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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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民团结与和谐法令”，进一步消除歧视，加强国

民团结，保持我国社会和谐。同时，政府和所有政治参

与者必须表明立场，即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

种族，多元宗教，中庸和谐的国家，任何炒作种族或宗

教议题，散播仇恨的行为，都应受到严厉法律对付。政

治参与者更应以身作则，若借由煽动敏感课题赚取政治

资本，必须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

建立平等的招生及招聘制度，不管是在公共或私人

领域的招聘以及公立大学招生制度上，都必须以绩效与

能力为标准，任人唯才。同时，我们希望，不同种族和

宗教的马来西亚人都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共享国家的资源

与财富，包括在教育、就业、经商等方面。

我国的学校也应减少宗教元素，并加入更多国民团

结和融合的计划，以建立一个真正体现大马多元族群的

社会。我们希望，政府会规划出以全民福祉为重的宏图

愿景，把我国打造成为一个全民团结一致、和睦共处的

和谐国家，让马来西亚成为国际社会的典范。

国家利益乃最高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是国家

发展的优先事项！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强大的政府、

良好的治理，以及致力于国家发展的模范领袖，守正笃

实，久久为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衷心希望，各造能着眼大局，时刻与国家发展同

频共振，让各项重大改革落到实处，推动全社会和各族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把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让国

家改革之路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我对隆雪中总未来的发展充

满信心和希望，并相信新届领导一定能够带领隆雪中总

团结奋斗，秉承本会117年来服务工商界和会员的辉煌传

统，更紧密的凝聚在一起，取得更亮眼的成就，行稳致

远。

我怀着感恩的心，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

的会员和董事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也特别感谢由何素芳女士所领导的隆雪中总秘书

处全体同事，没有你们的努力工作和支持，本会的会务

不会取得如此良好的进展。

最后，我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衷心祝愿各位

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家庭幸福。谢谢。

大会提案 

大会一共通过23项提案如下：

A.   工商、经济及农业课题

1. 延长工资补贴计划，持续给予企业实习津贴

2. 继续提供中小企业数码化奖掖，并改善其政策

和申请流程

3. 协助商家获益于中小型企业技能开发计划及缩

小职场的技能差距

4. 在住宅开发和混合开发项目中的住宅部分采用

容积率

5. 采用半径为400米于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OD）

和半径为800米于公共交通毗邻发展（TAD）

6. 加强推动国内蔬果种植，并且增加销售平台

7. 简化和加快外劳申请手续，以及开放更多外劳

配额给农民申请

B.   税务

8. 搁置任何加重税务

9. 检讨公司及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率，并逐步降低

税率

10. 提供税务减免优惠予企业以实施转型

11. 豁免或提供50%的折扣予2021年所有营业准

证、执照及门牌税

12. 只有中小企业有资格获得减免租金之税务减免

的条件之取消应追溯至2020年3月，并给予退税

而不是税务减免

13. 继续给予香枝免税优惠

C.   人力资源发展

14. 推迟需缴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扩展到额

外商业领域，暂停向所有雇主包括既有缴纳人

征收税捐，并为培训相关支出提供双重扣税

15. 提供更多援助金或津贴措施，以协助中小型企

业留住人才和员工

16. 加 强 推 动 科 学 、 技 术 、 工 程 和 数 学 教 育 

（STEM）实用课程，并改进数学成为本地教育

系统的重中之重

17. 吸引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到马来西亚，并加快

本地公司雇用工程技术人才的移民程序

18. 拨款资助全国独中及民办非盈利大学和学院

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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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新检视国中历史教科书内容，对偏颇内容作

出合宜修正

20. 提供税务优惠和回扣给参与团结实习生计划

（PLIP）的公司

D.   社会福利课题

21. 增加拨款供推动国民团结活动，并鼓励上市公

司将团结计划纳入企业社会责任

22. 有效补助福利慈善团体，增加拨款供推动公益

慈善事业

23. 提升人民对于网络安全的醒觉运动，遏阻网络

罪案

董事选举 

本会原本订于2021年6月26日常年会员大会后举行 

2021~2024年度董事选举。惟于2021年6月8日董事提名

截止后，选委会接纳45张合格的提名表格，共有10名

商团会员被提名竞选商团董事，35名公司或个人会员被

提名竞选公司/个人董事。因此，选委会议决会员大会

当天不需进行投票选举，而45名被提名的会员皆获选为

2021~2024年度董事。有关新届董事名单如下（恕不称

呼）：

  商团董事

w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印务商公会（蔡元禄）

w 雪兰莪州直落昂厂商公会（陈际春）

w 隆雪果农公会（锺旺添）

w 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会（陈棋雄）

w 马来西亚连锁协会（郑美菇）

w 雪兰莪暨吉隆坡机械五金商公会（周国球）

w 吉隆坡雪森彭金钻珠宝商公会（陈嘉辉）

w 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李文彪）

w 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林成国）

w 马来西亚水产商公会（林振泉）

  公司及 / 或个人董事

w 蔡文洲律师事务所（蔡文洲）

w 四海栈联营有限公司（张昌国）

w 安裕资源有限公司（林建南）

w 仁达私人有限公司（陈镇明）

w 友立精塑有限公司（颜文钦）

w 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郑生金）

w 多美金钻珠宝机构有限公司（吴逸平）

w 陈嘉斌

w 勇达有限公司（黄福）

w 萧健皓

w 宝利机构（张兴庆）

w 张裕民

w NOVAMAS ENTERPRISE SDN BHD（傅桂洋）

w 焦点控股（廖俊亮）

w 鑫资金投资有限公司（张国林）

w 李有全

w 商盛资源有限公司（锺秉宏）

w M3C COMMUNICATIONS SDN BHD（陈秋霞)

w 雪邦黄金海岸（颜祖耀）

w CORAK GELOMBANG SDN BHD（刘志强）

w 可利达机械有限公司（曾茂旺）

w MELIA CAPITAL SDN BHD（王伟雄）

w 广源机械五金（1976）有限公司（宋永康）

w 宋兆雄

w 瑞泰企业有限公司（黄位寅）

w 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林泰顺）

w CMY资本有限公司（蔡世文）

w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林敬蛟）

w 慕达纸厂有限公司（林俊聪）

w 义兴金铺有限公司（蔡宗甫）

w 王兄弟石油有限公司（王泰贤）

w 邱煜峰

w 唯美艺术画廊有限公司（刘舒菲）

w IMEC EDUCATION SDN BHD（张凯翔）

w 黄毓晶

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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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2021-2024年度董事

复选会议于2021年7月

1日（星期四）下午2时顺利

举行，在无竞选情况下选出

12位常务董事（包括会长、

署理会长、5名副会长、总

秘书、2名副总秘书及正副财

政）及18个工作组主任。

当天复选会议由选举委

员会主席张裕民律师主持。 

以下为2021-2024年度董

事会阵容：

职   称 姓   名

会长 拿督吴逸平

署理会长 蔡文洲律师

副会长

兼建筑、地产及基建组主任
丹斯里拿督张昌国

副会长 拿督林建南

副会长 拿督陈镇明

副会长 潘斯里陈秋霞

副会长 拿督廖俊亮

总秘书 傅桂洋

财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 拿督威拉林俊聪

第一副总秘书 陈嘉斌律师

第二副总秘书 拿督张兴庆

副财政 蔡元禄

国际贸易及工业组主任 拿督萧健皓博士

商业组主任 郑美菇

The Re-Election Meeting 
of Offi ce Bearers for Year 
2021-2024 was held on 1st 
July 2021 through Zoom 

teleconferencing.

2021-20242021-20242021-2024新届董事复选新届董事复选新届董事复选

职   称 姓   名

法律组主任 张裕民律师

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 颜文钦

环境、社会及管治组主任 张国林硕士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主任 李有全硕士

旅游业组主任 颜祖耀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 锺旺添

中小型企业组主任 陈棋雄

数字经济组主任 邱煜峰

女企业家组主任 刘舒菲

国民团结及政府事务组主任 拿督威拉刘志强

文教组主任 宋永康

慈善公益组主任 拿督王泰贤

青商团团长 锺秉宏

品牌策略及广招会员组主任 张凯翔



卸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致词

首先，我衷心地恭贺拿督吴逸平当选为会长，

以及所有获选的董事。在我国目前处于水深火热的

情况下，包括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再加上疫情的关

新任会长拿督吴逸平致词

今天，我有幸在复选中被提名，并中选为新

届的会长，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还有厚爱。12
年前，在丹斯里锺廷森邀请下，我加入了隆雪中总

董事会。隔届，在丹斯里戴良业成为会长的时候，

委任了我成为青商团团长。后来，我也成为副总秘

书。这段期间，我要特别感谢丹斯里戴良业给我的

指导和提拔，让我有机会在中总的平台上学习和发

挥所长，跟在座的每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一起共事，这是一个骄傲。

这一次的改选，丹斯里戴良业届满卸任。在过

去的9年，隆雪中总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到了另外

一个高峰。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有目共睹，

也是每一位认同的，这是我们隆雪中总人的荣耀。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延续他所定下来的

这个方向。另外，我也借这个机会感谢前副会长谢

松坤博士、邱维斌和一些老董事，他们过去为我们

的商会出钱出力，贡献良多。此刻他们选择退位让

贤，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给

予我们建议，还有支持。

接下来的3年，对我们全体董事来说是责任的开

始，希望我们这一届的全体董事能尽心尽力，总结

过往的经验，为隆雪中总创造更多的价值。最后，

感谢大家的出席，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系，隆雪中总以及中总在这个时候可谓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隆雪中总是中总的龙头，中总多个重要

的职位都是由隆雪中总的领导来担任，所以你们肯

定是任重道远的。

对于拿督吴逸平，我可以说是对他充满信心。

在商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与他合作无间。在我当

中总总会长的时候，他也当了“小总会长”，也就

是青商团团长。在他领导之下，世界各地的许多商

会都以我们的青商为他们的榜样，所以我相信在他

的领导下，隆雪中总肯定会更加有声有色，迈向另

外一个高峰。我希望各位能够精诚合作，与拿督吴

逸平把这个重任，做得更好、更出色。

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过去这么多年来给予

我的支持。对于现任的老领导，希望你们继续做下

去；新的领导，我要恭贺你们；至于那些退休的，

我也要衷心的感谢他们，以及秘书处。谢谢大家！

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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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丹斯里拿督慕尤丁于2021年6月15日宣布疫情退场策略国家复苏计划，

冀于2021年12月全面开放经济。

第一期   6月

目前落实的全面封锁措施

第二期   7/8月

门槛：单日少于4千宗、ICU病

床压力中等、10%人口

接种2剂疫苗。

 禁止社交活动及跨州

 逐步开放经济如水泥电脑业

 允许80%员工回公司上班

第三期   9/10月

门槛：单日少于2千宗、ICU病床充

裕、40%人口接种2剂疫苗。

 制造业获准营运，但限制规模

 禁止高风险活动如大型会议、酒

吧、spa、美容

第四期   11/12月

门槛：单日少于500宗、ICU病床充

裕、60%人口接种2剂疫苗。

 开放所有经济领域

 恢复正常生活，允许跨州旅游

 恢复社交活动

疫情退场策略

国家复苏计划



经济领域

第一期          6月   全面封锁

第二期       7/8月   逐步开放

第三期     9/10月   近全面开放

第四期   11/12月   全面开放

必要领域的上班人数

第一期          6月   60%
第二期       7/8月   80%
第三期     9/10月   再开放

第四期   11/12月   全面开放

ICU重症病床压力

第一期          6月

                                
< 中等

第二期       7/8月

                               

< 充裕
第三期     9/10月  

                               

< 充裕
第四期   11/12月

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人口

第一期          6月

                                
< 10%

第二期       7/8月

                               

< 40%
第三期     9/10月  

                               

< 60%
第四期   11/12月

社交活动，跨州

第一期          6月   全面禁止

第二期       7/8月   全面禁止

第三期     9/10月   逐步开放

第四期   11/12月   全面开放

平均确诊病例

第一期          6月

                                
< 4000

第二期       7/8月

                               

< 2000
第三期     9/10月  

                               

< 500
第四期   11/12月

（资料来源：中总）

经济瞭望
397   

9



10

经济瞭望
397   

首相丹斯里拿督慕尤丁于2021年6月28日宣

布总值1千50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

济复苏配套（PEMULIH）”，包括政府直接注

入100亿令吉的拨款。这项援助配套专注于3个

主要重点，即继续关怀人民的议程、支持企业

及提高疫苗接种。有关配套摘要如下：

B40和M40群体

为 低 收 入 群 体 （ B 4 0 ） 和 中 等 收 入 群 体

（M40）提供冠病特别援助金，可获最少100令

吉至最高1千300令吉。

失业人士

失业人士可获得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

求职领域

扩 大 “ 求 职 补 贴 ” 至 非 大 马 社 险 机 构

（PERKESO）会员，可透过MYFutureJobs平台

登记以获得至少300令吉的补贴。

“食物篮计划”

（Bantuan Bakul Makanan）

 拨出30万令吉给每一位国会议员，包括在野

党，以推动“食物篮计划”，向受影响的群

体实施食品篮子援助。

 拨出1千万令吉给原住民社区，作为实施食

品篮援助金。

电费折扣

 提供每个月5至40%的电费折扣长达3个月，

每个月用电量顶限为900千瓦小时（kWh）。

 给予国内6个领域的10%电费折扣，包括酒

店、主题公园、会展中心、购物中心、本地

航空公司办公室及旅行社，将延长3个月至

2021年12月。

免费网络数据

国内电讯公司同意延长为用户提供的免费

1GB上网数据服务，直至2021年12月31日。

银行

拨款1千800万令吉给本地银行，以在马来

西亚半岛、沙巴及砂拉越提供约30个移动银行

（Bank Bergerak）。

关怀特别补助金4.0（GKP 4.0）

为微型企业提供金钱援助，即今年9月及11
月分别获得500令吉的款额。

“工资补贴计划4.0”（PSU 4.0）

 为每个雇主最多500名员工提供每人600令吉

的工资补贴长达4个月，即首两个月为国家复

苏计划（PPN）第二阶段下所有领域，之后

两个月则惠及第三阶段期间被列入负面清单

的领域。

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
(PEMULIH)

首相丹斯里拿督慕尤丁于2021年6月28日宣

布总值1千50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与经

济复苏配套（PEMULIH）”，包括政府直接注

入100亿令吉的拨款。这项援助配套专注于3个

主要重点，即继续关怀人民的议程、支持企业

及提高疫苗接种。有关配套摘要如下：

B40和M40群体

为 低 收 入 群 体 （ B 4 0 ） 和 中 等 收 入 群 体

（M40）提供冠病特别援助金，可获最少100令

吉至最高1千300令吉。

失业人士

失业人士可获得一次性500令吉的援助金。

求职领域

扩 大 “ 求 职 补 贴 ” 至 非 大 马 社 险 机 构

（PERKESO）会员，可透过MYFutureJobs平台

登记以获得至少300令吉的补贴。

“食物篮计划”

（Bantuan Bakul Makanan）

 拨出30万令吉给每一位国会议员，包括在野

党，以推动“食物篮计划”，向受影响的群

体实施食品篮子援助。

 拨出1千万令吉给原住民社区，作为实施食

品篮援助金。

电费折扣

 提供每个月5至40%的电费折扣长达3个月，

每个月用电量顶限为900千瓦小时（kWh）。

 给予国内6个领域的10%电费折扣，包括酒

店、主题公园、会展中心、购物中心、本地

航空公司办公室及旅行社，将延长3个月至

2021年12月。

免费网络数据

国内电讯公司同意延长为用户提供的免费

1GB上网数据服务，直至2021年12月31日。

银行

拨款1千800万令吉给本地银行，以在马来

西亚半岛、沙巴及砂拉越提供约30个移动银行

（Bank Bergerak）。

关怀特别补助金4.0（GKP 4.0）

为微型企业提供金钱援助，即今年9月及11
月分别获得500令吉的款额。

“工资补贴计划4.0”（PSU 4.0）

 为每个雇主最多500名员工提供每人600令吉

的工资补贴长达4个月，即首两个月为国家复

苏计划（PPN）第二阶段下所有领域，之后

两个月则惠及第三阶段期间被列入负面清单

的领域。

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
(PEMULIH)



 PSU 4.0不再设有工资限制，这意味着雇主也

可为工资超过4千令吉的雇员申请PSU 4.0。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无法在行动管制令（PKP）期间营运的雇

主，将获得人力资源发展公司自动豁免两个月的

人头税。

雇用员工奖励计划3.0

（PenjanaKerjaya 3.0）

聘请50岁以上人士、残障人士（OKU）以

及释囚的聘用合约期限从原有的12个月放松至6
个月，薪金限制也从1千500令吉调整至1千200令

吉。

数字领域

为支持数字化和鼓励无现金交易，政府落

实“强化数字化小商家计划”（PUPUK），并

同意拨款2亿令吉给微型企业和1亿令吉给中小型

企业。

艺术工作者

拨款1亿令吉融资便利和金钱援助给艺术工

作者，以协助国内超过8千名艺术工作者和继续

支持本地艺术及创意产业。

特别援助

 向政府注册的托儿所（ t a ska）和幼儿园

（tadika）获得提供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金。

 注册的学校食堂业者获得一次性1千令吉援

助。

 体育领域业者可获得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金。

 失业、没有工作及没有领取伤残员工津贴的

残疾人士可获得500令吉援助金长达3个月。

旅游业

在进入PPN的第三阶段时，将向超过5千

300家注册旅行社提供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公积金i-Citra

公积金局将推介最新的提款措施i-Citra，

即每个月可以提取1千令吉长达5个月。

教育贷款还贷

批准政府教育贷款者暂缓还贷3到6个月，

包括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公共服务

局（JPA）、玛拉人民信托局（MARA）及技

职发展基金机构（PTPK）。

自动暂缓还贷

自动暂缓还贷供期6个月。所有B40、M40
或T20群体，以及微型企业家都能获得暂缓还

贷期。无附带条件，只需提出申请即自动获得

批准。

疫苗接种计划

 拨出4亿令吉增加国家的疫苗供应，加速推

动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PICK）。

 调整1万4千名医护前线人员的特别津贴，

从200令吉提高至600令吉长达6个月。

 拨出1亿5千万令吉，以鼓励实施公私合作

工业免疫计划（PIKAS）和减轻企业的负

担。

 如果全体员工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政府

将考虑允许公司全面恢复运作。

 身障人士和乐龄人士可获得30令吉车资前

往疫苗接种中心进行疫苗接种。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PSU 4.0不再设有工资限制，这意味着雇主也

可为工资超过4千令吉的雇员申请PSU 4.0。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无法在行动管制令（PKP）期间营运的雇

主，将获得人力资源发展公司自动豁免两个月的

人头税。

雇用员工奖励计划3.0

（PenjanaKerjaya 3.0）

聘请50岁以上人士、残障人士（OKU）以

及释囚的聘用合约期限从原有的12个月放松至6
个月，薪金限制也从1千500令吉调整至1千200令

吉。

数字领域

为支持数字化和鼓励无现金交易，政府落

实“强化数字化小商家计划”（PUPUK），并

同意拨款2亿令吉给微型企业和1亿令吉给中小型

企业。

艺术工作者

拨款1亿令吉融资便利和金钱援助给艺术工

作者，以协助国内超过8千名艺术工作者和继续

支持本地艺术及创意产业。

特别援助

 向政府注册的托儿所（ t a ska）和幼儿园

（tadika）获得提供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金。

 注册的学校食堂业者获得一次性1千令吉援

助。

 体育领域业者可获得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金。

 失业、没有工作及没有领取伤残员工津贴的

残疾人士可获得500令吉援助金长达3个月。

旅游业

在进入PPN的第三阶段时，将向超过5千

300家注册旅行社提供一次性3千令吉的援助。

公积金i-Citra

公积金局将推介最新的提款措施i-Citra，

即每个月可以提取1千令吉长达5个月。

教育贷款还贷

批准政府教育贷款者暂缓还贷3到6个月，

包括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公共服务

局（JPA）、玛拉人民信托局（MARA）及技

职发展基金机构（PTPK）。

自动暂缓还贷

自动暂缓还贷供期6个月。所有B40、M40
或T20群体，以及微型企业家都能获得暂缓还

贷期。无附带条件，只需提出申请即自动获得

批准。

疫苗接种计划

 拨出4亿令吉增加国家的疫苗供应，加速推

动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PICK）。

 调整1万4千名医护前线人员的特别津贴，

从200令吉提高至600令吉长达6个月。

 拨出1亿5千万令吉，以鼓励实施公私合作

工业免疫计划（PIKAS）和减轻企业的负

担。

 如果全体员工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政府

将考虑允许公司全面恢复运作。

 身障人士和乐龄人士可获得30令吉车资前

往疫苗接种中心进行疫苗接种。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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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补贴 

所有雇主都有资格申请 ： 

 所有经济领域为2个月 

 负面清单下的领域额外2个月 

补贴率 

 每位员工RM600 

薪资要求 

 没有工资限制 

 仅限500名员

注：申请日期从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在线申请：https://www.perkeso.gov.my/program-

subsidi-upah.html

招聘奖励

申请日期从2021年7月15日至2021年12月31日

谁有资格申请

 所有在2021年6月15日或之后招聘新员工的私

人领域雇主

申请截止日期

 在2021年12月31日申请的雇主有资格获得2021
年12月至2022年5月的招聘奖励

申请链接

 聘请广告 - Myfuturejobs.gov.my 

 在线申请奖励 - penjanakerjaya.perkeso.gov.my
 注册新员工 -  Assist Portal

注 ：招聘奖励金付款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

类别

 学徒 / 管理培训生

 年轻员工

 中年员工

 失业

 弱势群体

 马来西亚化

求职津贴

申请人或求职者需要 ：

 注册并申请在MYFutureJobs网站上发布的职

位；或者

 一个月内至少参加3次由大马社险机构组织的现

场或在线面试 ；

 注册日期从2021年7月15日开始

收到的援助 / 奖励价值：

 奖励高达RM300 x 2个月

 如果求职者通过MYFutureJobs网站成功找到工

作，他们将额外获得一次性RM400奖励

 支付任何员工（包括根据此计划雇用的员工）

的雇主有资格根据Penjanakerjaya申请招聘奖励

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下的
财政援助和奖励

如需进一步查询，请联系PERKESO Careline 1300-22-8000或浏览PERKESO网页www.perkeso.gov.my



WAGE SUBSIDY

All employers are eligible to apply :

• 2 months for all economic sectors
• 2 additional months for sectors under 

negative list

Subsidy Rate

• RM600 for each worker

Salary Requiremets

• There is no salary limit for this programme
• Limited to 500 workers

Note : Application date from 1 August 2021 to 
31 October 2021

Apply online : https://www.perkeso.gov.my/
                          program-subsidi-upah.html

HIRING INCENTIVE

Application date from 15 July 2021 to 31 
December 2021 

Who is Eligible to Apply

• All private sector employers hiring new 
workers on / after 15 June 2021

Application Deadline

• Employers who apply on 31 December 
2021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a hiring 
incentive for December 2021 until May 
2022

Application Links

• Vacancies advertisement on Myfuturejobs.gov.my
• Apply incentives online - penjanakerjaya.perkeso.gov.my
• Register new workers in Assist Portal

Note :  The deadline for hiring incentive payments is May 
2022

Categories

• Apprenticeship / Management Trainees
• Younger Worker
• Middle Age Worker
• Loss Of Employment
• Vulnerable Group
• Malaysianization

JOB SEEKER ALLOWANCE

Applicants or job seekers need to :

• Register and apply for jobs advertised on the MYFutureJobs 
portal ; or

• Attend at least 3 interviews organised by PERKESO in a 
month, either physically or online ;

• Registration date starts from 15 July 2021

Value of Assistance / Incentives Received :

• Incentives as much as RM300 x 2 months
• If job seekers succeed in getting a job through the 

MYFutureJobs portal, an additional incentive of one-off 
RM400 will be given to them

• Employers who pay any workers including workers hired 
under this programme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Hiring 
Incentives under Penjanakerjaya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INCENTIVES UNDER PEOPLE’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RECOVERY PACKAGES

For further inquiries, contact PERKESO Careline 1300-22-8000 or browse the 
PERKESO web page at www.perkeso.gov.my

经济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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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 会 主 办 、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作 家 协 会 

（作协）协办的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奖（简称“马华文学奖”），因应疫情首度举办

线上颁奖典礼，于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晚

上8时30分通过本会面子书专页及YouTube频道进

行直播。

随着全球遭逢新冠疫情的冲击，本会坚信

在这艰困时局中，文学可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希望

的力量，因而毅然坚持筹办第16届马华文学奖。

自2012年担任本会会长以来，一直鼎力支持与

赞助马华文学奖的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在致词时

说到：“这是我以会长身份第5次颁发马华文学

奖予得奖人，而这也是马华文学奖从1989年举

办30多年以来，首次以线上方式进行颁奖典礼，

见证了文学在疫情时代并不会被放弃、被淘汰。

反之，我们更需要回归到文学的世界，透过阅读

文学作品来提升精神力量。”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表示，纵使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我们惯性的生

活，但同时也帮助我们从固有的生活模式中破茧

而出，迎向富有创意、全新的科技未来。

第16届马华文学奖共有6位候选人被提名推

荐。经本届马华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评选后，这份

殊荣最终由戴小华获得。本届评委由7名来自海

内外学术界及文学界的专业人士组成，分别是作

协顾问拿督斯里何国忠博士、作协副会长李忆

莙、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润华博士、新加

坡作协会长林得楠、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洪

淑苓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院长伍燕翎博

士及资深马华作家陈政欣。

评委会主席拿督斯里何国忠博士在发表总评

报告时说道：“戴小华是一位具有高度创作自觉

的作家。《忽如归》这部纪实性小说一经刊出，

立即在海峡两岸成为共同的话题，文学及评论界

热议不断，反响很大、评价极高。”他指出： 

“戴小华在文学及文化方面的成就和功绩已为大

家所熟知。回到其文学定位，普遍上都习称戴小

华为‘马来西亚著名女作家’，马来西亚则只是表明其国籍，

她有深厚的马来西亚国家认同是不容置疑的，‘马华作家’的

身份并不能限制她，戴小华作为著名作家，不仅是属于马来西

亚，也属于全球华文文坛。”

本届马华文学奖得奖人戴小华，1987年以电视文学剧本 

《沙城》一举成名，奠定其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坛的地位。她是

马中两国往来解禁前，第一位正式受邀访华（1990年4月）的

文化使者。其创作领域涵盖戏剧、评论、散文、报告文学、小

说、杂文等，至今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有25本，编著65本；部

分作品入选马来西亚中学、中国大学和初中的语文教材。而由

她主编的《当代马华文存》及《马华文学大系》，更是为马来

西亚华社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

戴小华曾任作协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马来西

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等多职，多年来为推动马华文学发展以

及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获颁文化特殊

贡献奖、马来西亚卓越女性奖等。

在疫情之下，第16届马华文学奖的颁发改以创意新颖的虚拟形

式进行，由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在线递上奖座予本届得

主戴小华。

The 16th Mahua Literature Award Onlin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organised by the 
Culture & Education Committee on 25th June 2021.

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线上颁奖典礼



戴 小 华 在 发 表 得 奖 感 言 时 表
示：“虽然我曾获得国内外许多奖
项，但是在我心中最希望获得的就
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因为
这个奖不仅是马华文坛的‘最高荣
誉’，也等同于马华文坛的‘终身
成就奖’，但最重要的是对我这位
原本是马华文坛的外来者，在经过
我持久的努力和坚持下，终于得到
了大家的认同和肯定。所以，我更
加确信，只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坚
持，总有一天，马华文学也会被纳
入国家文学的一环。”

这次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应
用全新的网络模式搬到线上举行，
让本地、东南亚及两岸三地的观众
可以零距离地同步观赏以及见证如
此充满纪念性的时刻。除了颁奖环
节，典礼中还加设了马来西亚艺术
学院的古筝表演《战台风》、新山
宽 柔 中 学 的 廿 四 节 令 鼓 表 演 《 怒
涛》，以及马华作家吕育陶朗诵其

廿四节令鼓的表演激情澎湃，即使隔着荧幕也能震撼人心。

第16届马华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拿督斯里

何国忠博士代表评委发表总评报告。

筹委会荣幸邀得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节目

尾声为交情深厚的戴小华献上获奖祝贺。

这份惊喜安排令戴小华分外喜悦与感动。

在疫情期间有感而发创作的诗作《一个人的都市》，为颁奖礼增添不少光
彩。有关颁奖典礼可于本会面子书www.facebook.com/KLSCCCI/重看。

本届马华文学奖筹委会谨此感谢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及董事
们慷慨赞助活动经费，促成活动顺利圆满举行。赞助活动经费的征信录如
下：

序 姓名 数额 RM 序 姓名 数额 RM

1.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10,000 13. 拿督威拉刘志强 1,000

2. 蔡元禄 10,000 14.  李强 1,000

3. 谢松坤博士 5,000 15. 拿督陈际春 1,000

4. 拿督林泰顺 2,000 16. 拿督曾茂旺 1,000

5. 颜祖耀 2,000 17. 宋永康 1,000

6. 拿督林建南 1,000 18. 周国球 1,000

7. 颜文钦 1,000 19. 拿督威拉林俊聪 1,000

8. 拿督吴逸平 1,000 20. 拿督王泰贤 1,000

9. 拿督廖俊亮 1,000 21. 陈棋雄 500

10. 张国林 1,000 22. 王伟雄 500

11. 吴子联 1,000 23. 蔡宗甫 200

12. 潘斯里陈秋霞 1,000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带来精彩的《战台风》古筝演出，表演者分

别在不同空间录制却又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

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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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2021年6月19日（星期

六）上午 1 1 时至下午 1 2 时

30分通过本会面子书专页（www.
facebook.com/KLSCCCI/）直播进行

第十一场线上讲座系列之“中小型企

业业务数字化转型之有效方法”。

线上讲座系列 #11

“中小型企业业务数字化
转型之有效方法”

The 11th KLSCCCI Webinar on “Digitalizing your Business : Simple & Effective Tools for SMEs with 
Immediate Impact” was organised on 19th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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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动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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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上讲座特别邀请到分享嘉宾分享有关中小型企业

使用数字解决方案转型的好处，以及如何在疫情期间转向

数字化营运以提高效率并继续远程运行。三位分享嘉宾为

Mr. Quincy Tan, Managing Director of Snapdec Sdn Bhd、Mdm. 
Teo Loo Yee, Marketing Officer of Yonyou (Malaysia) Sdn Bhd
以及Mr. Tan Guey Lin, Principal Consultant of Dynamic X 
Consulting。主持人是本会工业组副主任蔡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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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英国举行，由7个先进国最高

领袖主导的七国集团峰会，在

全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下，已经在6月

13日正式闭幕。在闭幕的公报中，大家

基本上的关注点都在其中提到的民主价

值观、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网络安全

基建、2019新冠肺炎疫情对策等多个

议题。事实上，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公

报中有一段提到，将倡导更自由、公平

的贸易，更具弹性的全球经济，以及更

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那么这里提到的

更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是怎样的一个制

度？对马来西亚、对我们的经济会带来

什么影响，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

点。

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一致同意并

承诺将全球最低的企业税率水平定为至

少15%，旨在让跨国公司，尤其是科技

巨头，向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严重打击

的政府国库支付更多的税务，目的在于

让这些跨国企业不能再通过迁往其他税

率较低的国家，而逃避其纳税义务，而

且七国集团也表明，在未来的几个月，

将争取确保尽可能提高这个最低企业税

的税率。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指，如果一家

公司在税率较低的地方纳税，它将需要

支付额外的税收差额。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提案，主要旨

在建立全球一致的最低企业税率，以及改变公司缴税百

分比和缴税地点的特殊规则。新协议框架将要求他们在

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地方都要交税，而不限于进行利润结

算的国家。根据目前的协议，这个全球最低税率将只对

世界上最大和盈利最多的100家企业征收，其中主要目

标将是亚马逊、脸书、谷歌、微软这些科技巨头。

然而，一旦这项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正式落实，没有

人可以排除它在未来扩大至涵盖更多企业、提高税率，

以及降低纳税门槛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各国多年来在企

业税率上的竞争，藉着低税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时代

已经结束。这对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努力是一大冲击。

RCEP地区目前的企业税率

国家 税率 

(%)
国家 税率 

(%)
国家 税率 

(%)

马来西亚 24 菲律宾 30 中国 25

新加坡 17 柬埔寨 20 香港 16.5

印尼 22 缅甸 25 日本 30.62

泰国 20 寮国 20 韩国 25

越南 20 汶莱 18.5 澳洲 30

纽西兰 28

马 来 西 亚 目 前 的 企 业 税 率 为 2 4 % ， 中 小 企 业 是 

17%，如果与区域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会太低，然而多年

来，为了鼓励外商到马来西亚投资，我国政府推出了多

以低税率优惠吸引外资
的时代已经终结

孔令龙局绅 ~ 税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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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税务优惠，包括新兴工业地位、投资税务津

贴，还有2021年财案中，为了打造马来西亚成

为区域投资中心，而为在马来西亚设立区域中

心、建立全球贸易中心、业务迁往马来西亚以

及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医药产品制造商，提供0至

10%不等的税务优惠假期。

事实上，以税务优惠来吸引外资的这种

陈旧的做法，已经普遍被视为有害税收竞争

（Harmful Tax Competition），而且也并不是真

正影响外资是否到马来西亚投资的因素，特别

是在今天这个后疫情时代，整个企业的运营方

式和生态环境都已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更应

该着重的是重新审视我们之前所存在的优势，

继续维持或加强，同时增加新的优势，进一步

吸引优质的外资。

尽管马来西亚在全球经商便利度的排名名

列前茅，在2020年排在第12名。但是这些仅仅

由数据呈现出来的美好并不能真正反映真实的

情况，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马来

西亚政府失序的应对、一再U转的政策，都让投

资者丧失信心。自马来西亚在80年代开始转型

工业经济以来，我们一直标榜着我国拥有丰富

的天然资源、充足及优质并相对廉宜的人力资

本、完善的基础建设等，并以这些为卖点，吸

引不少外资。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邻国蓬勃

的发展和急起直追，马来西亚正在不断地失去

这些原本的优势。

以人力资本为例，我国人民一直都拥有

3D（脏、难、险）工作等于外劳的工作这种

错误观念，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这些工作，而

近年来由于政府朝令夕改并越来越严苛的外劳

政策，已经导致很多外资因此而搬迁至其他

国家，或放弃到马来西亚投资。这个情形，在

RCEP落实后将进一步加剧，因为劳工密集的

工业将逐渐流向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劳工

成本较低的国家，而马来西亚、泰国将逐渐集

中在较高科技的工业。可是，马来西亚的所谓

人才，是否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是一大疑问。我

国的毕业生，特别是政府大学毕业的，他们未

能掌握市场需求的技能、语文能力以及沟通能

力等各种软技能一事，多年来不绝于耳，可是

政府却一直没有采取认真有效的策略，解决此

事。这让马来西亚卡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

尬局面，廉宜的劳工比不上印尼、越南、柬埔

寨；熟练的高素质人才又无法与新加坡、中国

相比。

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乃至地方政府之间

的政策协调也是一大阻碍。很多时候，联邦政

府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落实到地方上，或是

由于官僚作风的小拿破仑，对地方上的工商业

活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要求，甚至多方刁难，

不仅吓退外资，连国内投资也因此而却步。各

州不一的土地政策，也对投资者带来极大的不

便及麻烦。此外，我们的整个营商环境的完善

度，包括物流网络、金融体系的健全度，也是

影响投资信心的重点。去年年秒巴生港口大量

货柜囤积长达将近一个月，未能顺利通关的事

情，不仅为商家带来损失，也让商家转往新加

坡港口。这种人为造成的错漏，都一再伤害马

来西亚吸引外资的努力。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政府有必要重新规

划，以新作风、新模式、新方法，来吸引优质

外资，同时打造一个利商的环境，可以更好的

协助投资者，提高他们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信

心，是必须迫切进行的。以日前公布的国家复

苏计划为例，没有辅以任何策略性的执行及援

助，最终有关计划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时间

表，只会沦为笑柄。政府应该更高瞻远瞩地拟

定更全面及有效的政策，在6个月内有效控制疫

情，并在疫情受到控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吸

引更多国内外的投资，增加本地就业机会、提

高出口，为我国经济带来强而有力的刺激，加

速经济复苏的脚步。

（转载自星洲日报）

资讯特稿
397   



大   马   经   济   数   据
Malaysia’s Economic Statistics

  出口  Export /               进口  Import

消费人价格上涨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制造业销售值  Manufacturing Sales Value

工业生产指数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外汇储备  Foreign Reserves

(%) (Points)

（资料来源：www.dosm.gov.my  /  www.bnm.gov.my）

 

(29th Jan 2021) (26th Feb) (31st Mar)(30th Oct 2020) (30th Nov) (31st Dec)

(RM Billion) (USD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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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Billion)

2020年10月 (Oct '20) 11月 (Nov) 12月 (Dec) 2021年1月 (Jan '21) 2月 (Feb) 3月 (Mar)

91.1 84.4
95.7 89.6 87.6

104.9

68.9 67.6
75.0 73.0 69.7

80.8

-1.5 -1.7 -1.4 -0.2 0.1
1.7 117.3 114.0 119.5 119.5

111.8 120.1

122.0 119.9
124.6 122.9 118.4

126.9
104.6 105.3

107.6 108.6 109.0 108.6



以下是即将在国外举行的商展会，有兴趣赴会者，可以和有关国家的大使馆或商务处联络，以获取进一步详

情。

国外商展会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本会为协助会员发展国内外贸易，特将一些商业机构之商业查询汇刊，以供会员选择联系。为慎重起见，会员

最好能预先了解对方信誉，始进行交易。

欲知更多详情，欢迎浏览MATRADE
网站：www.matrade.gov.my

* SYSCO     
 Tel : 001-909-595 9595
 E-mail : hoyt.melissa@sysco.com   
 Product :  Confectionery chocolates &
    candies, fl avouring, colouring 
   & fragrances, sauces & paste, spices 
   & condiments.

* IBERMIR HISPANIA       
 Tel : 0034-91-411 4469
 E-mail : ciga@ibermir.com 
 Product :  Processed meat, poultry & seafood. 

* GLOBAL EURO TRADE D.O.O.       
 Tel : 00385-1-610 2270
 E-mail : bojan.sruk@digitalprint.hr      
 Product :  Cooking oil. 

* While every effort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the contents of MyExport 
are accurate and current, MATRADE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omissions and errors, nor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actions with 
the firms or individuals whose names 
appear in the MyExport. 

(Source : MATRADE)

* CASO & CIA         
 Tel : 0056-32-227 6430
 E-mail : hcuevas@carozzi.cl / 
               lchandia@casoycia.cl   
 Product :  Confectionery - biscuits / cookies, 
     fl avouring, colouring & fragrances, 
     snacks, spices & condiments, 
    vegetables & fruits (processed). 

* DISTRIBUIDORA DE ALIMENTOS GLOBE
 ITALIA S.A.       
 Tel : 0056-2-3278 1240       
 E-mail : mariajose.valenzuela@globeitalia.cl    
 Product :  Bakery products & pastries, 
    carbonated drinks, pasta, noodles, 
    sauces & paste, spices & condiments.

* BIAPE         
 Tel : 0055-11-3778 3700
 E-mail : biape@biape.com.br   
 Product :  Rubber parts, components & accessories.

* BENETIL MOVEIS LTDA     
 Tel : 0055-32-3539 5350   
 E-mail : fi nanceiro@benetil.com.br     
 Product :  Wooden furniture other than 
     rubberwood.

  Wish to BuyWish to BuyWish to Buy   要买要买要买

商展名称 / Fair 日期与地点 / Date & Venue 联络 / Contact

21ST TEXTECH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EXPO

01 ~ 04 September 202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ity Bashundhara,
Dhaka, Bangladesh.

CEMS BANGLADESH
Tel : 00880-18331 48307
Website : www.bd.cems-textech.com

FOODTEC CAMBODIA 2021 02 ~ 04 September 2021
DIECC (Koh Pich), 
Phnom Penh, Cambodia. 

AMB TARSUS EVENTS GROUP (CAMBODIA)
Tel : 00855-89-714 700
Website : www.foodtecasia.com

FOOD & HOTEL THAILAND 
2021

08 ~ 11 September 2021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Bangkok, Thailand.

INFORMA MARKETS 
Tel : 0066-2-036 0500
Website : www.foodhotelthailand.com

DANANG CAFE 2021 23 ~ 25 September 2021
Da Nang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re,
Da Nang, Vietnam. 

AMB TARSUS EVENTS GROUP  
Tel : 603-2692 6888
Website : www.ambtarsus.com

贸易 机 会  TRADE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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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容忍及信任
Next: Tolerance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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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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细致   Thoroughness
严谨细致是指对有关项目的每一个细

节，由始至终都要细心关注。

在撰写电子邮件、整理简历、或制作销

售材料时，严谨细致的沟通至关重要。

好的写作关键在于仔细的校正。重读你的电子邮

件后才发出。

严谨细致意味着承担责任、跟进，并确保一个人

的工作有成效。

质量控制应该是每个人的优先考量。成功关键在

于对每一项工作细节的专注，由策划乃至于实

行，直至完成。

Thoroughness is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involved in a 
project and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Thoroughness in communication is critical when 
trying to compose an e-mail, compile a resume, or 
create sales material. The key to good writing is good 
editing. Always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eread your 
e-mail before sending it.

Thoroughness is taking responsibility to follow up and 
ensure the ultimate effectiveness of one’s work.

Quality control should be everyone’s priority. Success 
is paying attention to details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until the job is completed.

节俭  Thriftiness
几乎每个宗教或信仰都教导我们要节俭

和不浪费。我们应该花费在真正需要的

物品，同时在自己能力范围花费。

有些人习惯购买不必要的物品、炫耀财

富、跟上潮流、没有妥善的财务规划、

胡乱花费。他们就是无法抗拒电视、报章和杂志

动人广告的诱惑。

没能未雨绸缪的人，当预算正常收入突然减少或

终止时，将面对财务问题。

公司把资金投入有成本效益的资产和配备，面对

资金周转不灵的机率较低。公司高层管理须向每

个部门灌输撙节精神。

如果我们不节俭或挥霍无度，任何贷款、奖励、

补助等等，都毫无意义。

Practically every religion or belief teaches us to be 
thrifty and not to be wasteful. Spend only on what is 
necessary and within our means.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the habit of buying 
unnecessary things to show off. They want to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and have no financial planning. 
They spend more than necessary. They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the glossy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on 
TV 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dividuals who do not save anything for ‘rainy days’ 
will face financial problems if there is a reduction or 
stoppage in the expected regular income.

Companies which spend on cost effective assets and 
machineries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cash flow problem. 
The top management must inculcate thrift in every 
department of the company.

Loans, incentives, grants and the like, will not mean 
much if we do not practise thriftiness and prudence in 
our spending.

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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