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马一家 国泰民安
重建生活 重塑韧性 推动改革 共存共荣

PP2721/09/2019 (030517)
11月號 401

7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   +603-4253 2135     E  inquiry@chinesechamber.org.my      W www.chinesechamber.org.my

@KLSCCCI
吉 隆 坡 暨 雪 蘭 莪 中 華 總 商 會

隆雪中总DEWAN PERNIAGAAN DAN PERINDUSTRIAN
CINA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 “





隆雪中总会长
拿督吴逸平 硕士

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
来，中央政府提呈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尽管
这份扩张性财案涉及金额为史上最高，但欣慰
的是，财政赤字预计从2021年的6.5%缩减至
6%，教育和卫生领域也获得最多拨款。 

抗疫路遥遥，疫情的不确定性，唯有持续
强化公共卫生体系方能守护全民；前方路漫漫，
教育作为经济增长、民族自强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只有坚持培养人才方可保障未来。 

复苏路迢迢，2022年财案也从税务宽免、
融资便利、资金补助等方面，多管齐下支援工
商界；政府透过购买国货运动、线上线下购物
促销活动的推展，刺激消费设法恢复市场活力。 

隆雪中总也乐见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优化公
共 服 务 ， 例 如 ： 加 速 部 门 上 线 、 简 化 采 购 程
序、提供招标优惠、限定14天的付款期等。我
们相信，这一系列的举措，有望助现金流陷困
的企业脱困。 

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时代和工业革命
4.0的到来，全球对"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也
更为重视，国内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加
快脚步融入新时代。 

2 0 2 2 年 财 案 在 数 字 化 、 自 动 化 、 新 兴 科
技、减排低碳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所需助力，
包括融资便利、补助和税务优惠；政府也提供
税务宽免，鼓励企业投入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和
项目，替社区和原住民创造经济价值。 

因此，业者需仔细研究财案内容，把握机
遇和善用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跟上国家经
济复苏的步伐，顺利渡过眼下难关。隆雪中总
也将跟进财案的进展，给会员带来更多财案相
关详情。

设法掌握预算案机遇
善用政府资源度难关
设法掌握预算案机遇
善用政府资源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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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名誉会长
Honorary Life Presidents

曾于1995-2003年担任会长

业精于勤     以诚为本     正直守信

Tan Sri Dato’ LIM GUAN TEIK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慕达控股有限公司
MUDA HOLDINGS BERHAD

董事主席
Chairman

曾于2003-2012年担任会长

勤奋好学，知人善任 ; 
说话一诺千金，处事精诚至上。

Tan Sri Datuk Seri Utama WILLIAM CHENG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金狮集团
LION GROUP

执行董事长
Executive Chairman

曾于2012-2021年担任会长

Begin with setting personal values that truly resonate with you. A 
determined mindset and the courage to be bold and creative will lead 
you to achieve your dream and desires.

Tan Sri Datuk TER LEONG YAP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征阳集团
SUNSURIA GROUP

集团执行主席
Group Executive Chairman

隆雪中总永久名誉会长和名誉会长，不但是国内德高望众的社会贤达，更是叱咤工商界的
成功企业家。本期商讯特意邀请他们分享驰骋工商界多年的心得，以及经商的成功之道，并与
全体会员共勉。

商言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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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
Honorary Presidents

（2021-2024）

以義为利，诚信待人，随机应变，革新创意，更不轻言放弃。

Dato’ LIM KOK CHEONG拿督林国璋局绅

义利有限公司
YEE LEE CORPORATION BERHAD

执行主席
Executive Chairman

KLK is the legacy of Tan Sri Lee Loy Seng. We continu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based on our ingrained KLK culture that is in our management team.

Tan Sri Dato' Seri LEE OI HIAN丹斯里拿督斯里李爱贤

吉隆坡甲洞有限公司
KUALA LUMPUR KEPONG BERHAD

行政总裁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永远为明天而准备”。

Tan Sri Dato’ LIM KUANG SIA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高产柅品工业有限公司
KOSSAN RUBBER 
INDUSTRIES BERHAD

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企业经营贵在增强“执行力”，以整合资源和秉持“紫海策略”持续
“创造共享价值”。

Dr. CHIA SONG KUN谢松坤博士

全利资源有限公司
QL RESOURCES BERHAD

执行主席
Executive Chairman

对许多人而言，成果最重要；然而，用什么方法取得成果对其意
义和持久性也很重要。
Many people say what matters is the Result; however, the approach towards 
achieving the result is also important in making it meaningful and lasting.

Dato’ LEE YEOW CHOR拿督李耀祖

IOI 集团有限公司
IOI CORPORATION BERHAD

集团董事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员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and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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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中总对近期实施新税收的建议之回应
隆雪中总注意到，财政部副部长 Yamani Hafez Musa 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发表评论政府正在研究增加

收入的措施。此类措施包括考虑对股票征收资本利得税。而且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也有一些与重新征收遗产
税有关的讨论。

隆雪中总支持政府提出增加税收入的措施，并希望对上述新税项的实施提出意见和看法。

新税项或不利
未来经济福祉

尽管新税项的引
入似乎将为国家带来

更多税收，并旨在为缓
解疫情的各种援助计划提
供资金，但隆雪中总也
看到了可能不利于马来

西亚未来经济福祉
的弊端。

双重税收

这是一种双重征税的形式，因为个人收益将
被征税两次。这会构成“不公平”的税收，也
不会令一般个人感到满意。

不鼓励储蓄与投资

遗产税鼓励消费主义及鼓励纳税人在一生中消费
更多，并减少积累资产以应对遗产税率。这将阻
碍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中小企业成功增长的
先决条件，它并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企业创
造资产和资本的动力将受到抑制，阻碍长期的经
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和澳洲等成功国
家都不实施遗产税。

无效且狭窄的税基

专家承认遗产税通常无效且基础狭
窄。随着财富将被转移到没有遗产
税的司法管辖区，这种税收往往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隆雪中总也相信，由于以
下原因，遗产税将造成类
似的负面影响：

遗产税

本文反映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FCM）的观点。由于某些组员在职业关
系上可能会导致与本刊有利益冲突的因素，因此一些FCM成员被排除在外。

商会聚焦

0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持续支持
我们相信上述的建议将为我们当前的问
题提供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并鼓励生
产性创业和长期投资。我们希望政府会
考虑我们的建议，并认真和彻底地研究
实施新税收源流的全面性效果和可行性。
隆雪中总重申支持政府提高税收的努力，
并愿意参与任何未来的讨论会，以协助
达成最佳解决方案。

建议
综合以上所述，隆雪中总促请政府将注
意力集中于采取让我们现有的税收制度
对各造更加有效和公平措施。这可通过
以下方式加以实现：

（资料来源：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

恢复消费税制度

消费税已在其他国家证明其有效性结
果，比目前的销售及服务税制度更加
公平和更加有效。再者，新加坡和澳
洲等国家已在其税收制度中成功实施
消费税。

提高政府财政措施的效率和有效性

集中更多努力于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
和生产力，并优先考虑高倍数项目以
避免浪费国家资源。

降低信用卡债务利率

降低信用卡债务利率将为企业业主和
一般消费者在应对疫情时的管理短期
信贷紧缩提供更大的缓解。

扩大和延长产业盈利税
（RPGT）的豁免

政 府 已 给 予 个 人 出 售 住 宅 物 业 的 
RPGT 豁免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建议扩大此豁免以涵盖任何类型
的产业（不仅限于住宅物业），并再
延长一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正
如政府所知，许多企业受到疫情的严
重影响，许多个人企业业主已耗尽了
他们的积蓄，并迫切希望通过脱售产
业和投资以筹集更多现金来确保企业
的生存。这将有助于企业维持生计，
避免更多的裁员，以及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快速复苏机会。我们相信，随着
更 多 企 业 在 疫 情 中 生 存 ， 从 长 远 来
看，这将引领就业市场和政府税收更
快的复苏。

股票资本利得税（CGT）
隆雪中总认为 CGT 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经济影响，即：

制造更多阻碍在马来西亚投资经营的动力。 CGT 将导致
本地企业业主大力质疑他们在马来西亚的首要业务存在
性，并将资本 / 生意移出我国。

进一步削弱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过去3年，马来西亚
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一直落后于其他邻国。

• 

• 

此外与印尼（22%）、泰国（20%）及新加坡（17%）相比，
马来西亚的公司税率（24%）相对较高。CGT将进一步削弱
我们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能力，而不是鼓励长期投资。

CGT 提高税收的有效性令人质疑。CGT 的实施也必须包
括对企业价值损失的核算，这将首先降低 CGT 筹集更多
税收的有效性。

不利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以推动未来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一些受益于疫情的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如半
导体、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化、电动汽 车等，是需
要更多奖励措施而不是新税收的行业。

进一步加重受疫情影响的雇主 / 企业家的负担。 CGT 将
降低企业家 / 雇主通过出售另一项业务筹集现金来维持
业务的能力。

• 

•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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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SCCCI’s response to 
recent proposals on 
implementation 
of new taxes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apital Gains Tax on Shares (CGT)
KLSCCCI believes that CGT will bring a number 
of undesirable economic impact, namely:

Create more disincentives to operate in 
Malaysia. CGT will cause local business 
owners to question their primary presence in 
Malaysia and move capital/businesses out of 
the country.
Further erode our ability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Malaysia has been trailing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ttracting FDIs in the 
past 3 years.  

• 

• 

Additionally, Malaysia’s corporate tax rate 
(24%) is relatively higher when compared 
against Indonesia (22%), Thailand (20%) and 
Singapore (17%). CGT will further dampen our 
ability to attract FDIs instead of encouraging 
long term investments.

Effectiveness of CGT to raise tax revenue is a 
suspect. Implementation of CGT will raise calls 
to account for Capital Losses which will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GT to raise more 
tax revenue in the first place. 
Disincentive to develop attractive sectors that 
will drive future GDP growth. Some sectors 
benefiting from the pandemic particularly the 
Technology sector such as semiconductor,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electric vehicles, etc. are sectors 
that require more incentives, not new taxes.
Further burden employers/entrepreneurs 
impacted by the pandemic. CGT will reduce 
the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employers’ 
looking to sustain a business by raising cash 
from sale of another busin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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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new 
taxes will seemingly bring in 

more tax revenue for the 
country and fund various aid 

packages meant for pandemic 
relief, KLSCCCI do see 

drawbacks that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Malaysia’s 

future economic 
well-being.

It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tudying 
measures to boost revenue following a statement made by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Yamani Hafez Musa on 22 September 2021. Such 
measure includes potential introduction of capital gains tax on 
shares. There were also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linked to the 
re-introduction of inheritance tax in the last 12 months.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KLSCCCI) is supportive of government’s 
proposed measures to boost revenue and would like to offer 
comments and view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new taxes. 

This article reflects the views of the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 Committee (FCM) of KLSCCCI. Certain members of the FCM wer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ponse due to existing employment role which may caus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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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taxation
It is a form of double taxation as 
the money a person earned is 
taxed twice. Any legitimately 
earned income or capital 
appreciation will have been 
taxed as its being made during 
a person’s lifetime. As a result, 
an individual’s estate comprise 
asset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taxed. This will not constitute a 
‘fair’ tax and will not sit 
comfortably with individuals in 
general.

Ineffective and 
narrow tax base
Experts acknowledge 
inheritance tax as 
generally ineffective 
and narrow-based. 
Such tax revenue 
tends to decrease 
over time as wealth 
would be channeled 
away to a jurisdiction 
without inheritance 
tax.

Discourage savings for investments
Inheritance tax increases consumerism and 
where taxpayers are encouraged to spend 
more in their lifetime and amass less in response 
to the higher tax rate.  This discourage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successful growth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 as well as leading to higher 
infl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drive to create 
assets and capital will be dampened, 
hampering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t is 
also pertinent to note that successful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do not 
implement inheritance tax.

Continued Support
We believe that our suggestions above offer some solutions to our current problems that will encourage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long-term investments. We trust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our suggestions as 
well as diligently and thoroughly study the full effects and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new tax revenue streams. KLSCCCI 
would like to literate that it is supportive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mprove its tax revenue and offers participation 
in any future discussion forums in helping to arrive at the most optimal solution.

Suggestion
Arising from the above, KLSCCC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focus its attention in making our existing tax regime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fairer to all parties. These can be achiev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Source: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 Committee (FCM) of KLSCCCI)

Reinstate the GST regime
Given GST has demonstrated effective outcome in 
other countries to be fair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current SST regime. Again,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implementing 
GST in its tax regime.

Lower interest rates on credit card debt
Lowering the  interest rates on credit card debt will 
provide greater relief for business owners and general 
consumers managing short term credit crunch in 
dealing with the pandemic.

Improve efficiency & effectiveness 
in government fiscal efforts
More efforts to be focused on improving efficiency & 
productivity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prioritise 
high-multiplier projects to avoid waste.

Expand & extend Real Property 
Gains Tax (RPGT) exemption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an exemption of RPGT for 
the disposal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by individuals 
until 31 December 2021.  We would propose for this 
exemption to be expanded to cover any forms of 
real properties (not just limited to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nd extended for another year to 31 
December 2022. As the government is aware, many 
businesses have been bad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with many individual business owners 
having exhausted their savings and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to raise more cash by disposing properties 
and investments to ensure business survival. This will 
help businesses to stay afloat, avoid more 
retrenchments and provide businesses better 
chance to recover quickly. We believe, with more 
businesses surviving the pandemic, this will lead to 
faster recovery of job market and tax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in the longer term.

KLSCCCI also believes that inheritance tax 
will cause similar negative effects due to 
the following:

Inheritanc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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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贵财案 促进疫下复苏

预算案十大焦点

主 题 为 “ 大 马 一 家 ， 国 泰 民 安 ” 的
2022年财政预算案，是首相拿督斯里
依斯迈沙比里上任首相后的第一份国
家理财规划。

国会早前通过提高法定债务上限，
财政部随后发布预算案预览，均为预
算案作好铺垫。

两 年 来 遭 受 疫 情 冲 击 的 民 众
和商家，皆寄望在后疫情时代
里，能迎来一个“降税减费”的
预算案。这个体现“民有、民
生、民享”的预算案，也继续
提 供 各 式 奖 掖 、 降 税 、 优
惠，工资补贴等纾困配套，
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社会支
援，与民生息。

大马一家援助金
1. 每月收入低于2500令吉的家庭：

孩子3人或以上 ： 可得2000令吉
孩子1~2人 ： 可得1500令吉
没有孩子 ： 可得1000令吉

2. 每月收入2500~5000令吉的家庭：
孩子3人或以上 ： 可得800令吉
孩子1~2人 ： 可得600令吉
没有孩子 ： 可得400令吉

额外援助 ： 老人     300令吉
  单亲父／母     500令吉

3. 每月收入低于5000令吉的单身老人：
    600令吉

4. 每月收入低于2500令吉的单身者：
    350令吉

2340亿总收入 令吉

3321亿总拨款 令吉
(占GDP20.3％)

2022年

财政预算案

拨款
去向

经济增长
财政赤字
出口增长
进口增长
失业率
通账率 

5.5-5.6％
6.0％
4.2％
3.9％
4.0％
2.1％

五大经济领域增长预估

建筑业
11.5％

农业
3.9％

矿业
-0.3％

制造业
4.7％

服务业
7.0％

冠病基金
230亿令吉

6.9％

发展开销
756亿令吉

22.8％

行政开销
2335亿令吉

70.3％

多项税务减免
纳税人享有多项税务减免措施。包括父母把小孩送到托儿所
或幼儿园，可享有3000令吉的税务减免；购买手机、个人电
脑或平板电脑，也可继续享有最高2500令吉的所得税扣免。

振兴教育
教育部获得526亿拨款，占联邦发展
开销总额的16％，是拨款最多的部
门；高等教育部则将获得145亿令吉
拨款。

预算案也拨出10亿令吉作为学校维
修与提升用途，当中有1亿2000万令
吉拨款给1800所国民型华文小学及
泰米尔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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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繁荣税
公司的年收入若超过1亿令吉，须缴付
繁荣税。

繁荣税是以一次性的方式缴付，公司
所赚取的首1亿令吉收入，税率维持在
现有的24％，收入超过1亿令吉以上，
须支付33％税款。

*不实施于中小企业

加大抗疫
卫生部获324亿令吉拨款，是获得第二多拨款的
部门。其中40亿令吉用以继续推进抗疫议程，20
亿令吉用于支付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

照顾公务员
全国130万名56级和以下级别的公务员，可获
350至700令吉援助金。政府也给予公务员贷
款购买电脑和智能电话的利息，从4%降至2%。

提升网络设施
政府将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JENDELA）下拨款7亿令
吉，以提升宽带网络设施。

雇员权益
延长雇员公积金缴纳率降低
2％的措施，直至2022年6
月，即从11％降至9％。

刺激旅游
政府拨出6亿令吉供工资补贴，
协助收入降逾三成的旅游业者。
2万名旅游业者获3个月特别援
助，总额达8500万令吉。

国内旅游可扣个人所得税1000
令吉措施，延长至2022年。

电子商务须征服务税
除饮食及物流服务豁免，所有电子商务线上平台的
服务都会征收服务税，包括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个人所得税

社险减免额 
由250增至350令吉，2022估税年起生效。

进修学费减免额
由1000增至2000令吉，生效期是2022及2023
估税年。

寿险与公积金
共7000令吉减免优惠，扩大到退休公务员在内
的自愿缴纳者，2022估税年起生效。

医药费
8000令吉减免优惠，扩大至精神病科、心理医
生和辅导师费用，2022估税年生效。

私人退休基金
3000令吉减免优惠延长4年至2025年估税年。

E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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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技开发与推广基金

部门/机构项目 目标 基金数额
（令吉）

高效益投资和新出口市场
开发

2,500万 国际贸工部工商投资目标项目 (Misi 
Perdagangan & Pelaburan)

助更多HALAL企业登上国
际大舞台

2,500万 HALAL发展机构HALAL产品数字品牌化项目、
HALAL产品市场化项目

开展科研项目，包括与国
立大学共同开发经济生态
系统，也与业界合作

4.23亿 高等教育部、
科艺创新部

科艺研发基金

开发新兴科技产业，如：
无人驾驶、机器人、
电动车

3,000万 大马科技园工业4.0创新枢纽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业
4.0技术转型

4,500万 国际贸工部Industry4WRD

复苏初创经济活力，推动
初创数字经济

2,000万 Cradle FundMyStartup

培训2万名技术人员 8,000万 国际贸工部产业集群人才培训基金

培训5,000名石化、机电
和自动化技职人员

5,000万 砂拉越、柔佛、槟城
“生活技能发展中心”

技职人员培训基金

政府62.5亿元 复兴五大领域
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着重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可支撑性”，其中，为保障国家经济成长动力，

政府将投入 逾20亿令吉 推动新兴科技和低碳环保。另外，政府也拨款62.5亿令吉复兴五大领域：
文艺旅游业、创意行业、农渔业、种植业和零售业，当中涵盖逾亿令吉的各类补贴和补助金。

投逾20亿元
推动新兴科技和低碳环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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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
数字化补助金
拨款金额：2亿令吉

5,000万令吉限定郊外
土著微型企业

低碳转化便利基金
拨款金额：10亿 令吉

(中央银行)

电动车市场支援
税务豁免：进口税、国产税、

销售税、路税

制造业和服务业
自动化转型补助金
拨款金额：1亿令吉

工程、科学和科技
钻研合作补助金
拨款金额：1200万令吉

文艺旅游业
拨款金额：

6亿令吉
薪金补贴计划

8,500万令吉
旅游业者三个月
特别援助金

3,000万令吉
旅舍和民宿翻新补助金

5,000万令吉
文化艺术主办方补助金

6,000万令吉
国内旅游推广基金

6亿令吉
旅游业融资计划

2,000万令吉
保健旅游推广基金

5,000万令吉
景点基建基金

豁免所得税
文化艺术、国际体育竞技
活动收入(至2025年)

豁免所得税
电影院、主题乐园 
(联邦直辖区)

种植业
拨款金额：

13亿 令吉
联邦土地发展局
(油棕种植)

4.95亿令吉
联邦土地复兴和统一局

6.99亿令吉
橡胶小园主发展局
(橡胶种植)

3,500万令吉
油棕小园主重植计划

2,000万令吉
国际反棕油运动
应对基金

零售业
拨款金额：

2.5亿 令吉
“大马线上购物”、
“GO电商在线”

3,300万令吉
“购买国货运动”、
“大马购物大促销”、
“直销业财富项目”

7,400万令吉
连锁业6个月零利率便捷
贷款计划、培训和咨询

2,000万令吉
电商、市场营销和电子
支付优惠（单一企业）

农渔业
拨款金额：

15亿 令吉
稻米津贴

1.7亿 令吉
渔产津贴

1.2亿 令吉
食物银行、粮食供应
保障计划

创意行业
拨款金额：

2,000万令吉
大马欢乐一家项目

3,000万令吉
国家动画平台融资计划

1.88亿 令吉
推动原有的其他基金

政府
补助金

低碳环保
策略

焦点行业
复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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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财案
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主任李有全

隆雪中总环境、社会及管治组主任张国林

2022年财政预算
案，主要惠益特定群
体或弱势群体，大致
上获得各阶层人民接
受，可视之为大选铺
垫的一份预算案；这
可以在总开销中看到，

超过2/3用于营运开销，少于1/3是发展开销。
此外，预算案的重磅炸弹是政府在明年起，将对高

收入的公司征收一次性的繁荣税（Cukai Makmur），
在这项特别税务下，公司的可征税收入首一亿令吉将
如常征收24％所得税，之后的收入则征收33％。

我认为，任何新税务措施都必须与市场接轨，
让企业能够消化，因为企业进行财务规划需时，尽
管只是一次性的税务，却可能会为企业带来不安定

因素，无所适从。
事实上，国内许多公司在过去两年来已在苦苦

支撑，能够赚取过亿令吉的公司多大企业，他们面
对的风险和成本压力也非常大，疫情后的市场挑战
，都是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企业投资者，着重于稳定的政局和政
策，若然没有一个相对更稳定的经营环境，或可能
将投资往外移。

马来西亚超过90％公司属中小型企业，预算案
是他们期盼政府予以借力和辅助的时候，所以政府
应该加强企业的辅助和发展，让企业能够活跃带动
市场，而不要太重视非生产性的援助。

“政府应该把经济蛋糕扩大，这样才能支配收入
开销，否则国家负债率及来年的通膨问题等，还会
存在很大的隐忧。”

政府应该加强企业的辅助和发展，而不要太重视非
生产性的援助。

进入后疫情时代，
政府持续给予疫情下
受到最大冲击群体提
供财务援助，尤其是
B40的低收入群体、
失业者和弱势群体。

对 于 中 小 型 企 业
的辅助跟往年一样，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也看到
政府持续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再培训员工的奖掖等，
反而是最新宣布的繁荣税，势必会影响到投资者。

“市场上一般预测新的税收措施会影响中小型企
业，公布后则是更冲击大企业。”

房地产方面，明年起，持有期5年以上的房屋，
脱售不必再付产业盈利税（RPGT），还有许多奖掖
措施，此预算案还是相当全面。

此外，将辅助金直接发放给人民，对于刺激国内
消费市场也有帮助，尤其是经过两年来的多次封锁，
报复性出游和消费已成了常态，加上各领域全面开放
后，服务业、酒店业等领域，再次见到生机，惟同时
也面对着员工短缺，这些也是业者们要面对的挑战。

无论如何，这是一份着重可持续发展的扩张性
财案，为往后的改革努力奠定基础，尽管现下是解
决短期问题，在中长期的规划中，也需要增加企业
的竞争力。

而且，关键是财案同时也聚焦3个R，即加快复
苏（Recovery）、增强经济韧性（Resilience）和促
进改革（Reform）。

总的来看，在关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
净零排放目标和循环经济课题上，可以看出政府更
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环境韧性。

将辅助金直接发给人民，对于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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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al Fund
Department/

InstitutionProject Goal Fund Amount
(RM)

High return investments and new 
exports development

25 million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Trade and Investment 
Mission 

Help HALAL companies create 
expos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25 million Hal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Berhad

MSME Halal Product Digital 
Branding and the MSME 
Halal Product Marketability 
Programme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ecosystems with 
national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collobaorations with industry leaders

423 million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MOHE),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OSTI)

Intensify R&D activities

Develop industrie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such as: self-driving 
technology, robots, electric vehicles

30 million Technology Park MalaysiaInnovation Hub: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45 million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Industry4WRD

Revitalize of the start-up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start-up digital 
economy

20 million Cradle FundMyStartup Strategy

Train 20,000 technicians 80 million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Support Industrial Clusters

Train 5,000 petrochemical, 
electro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technicians

50 million Sarawak, Johor, Penang 
"Techinical Skill 
Development Center"

Support Industrial Clusters

Government to Invest RM6.25 billion to Revive 
5 Major Industries 

Budget 2022 mainly focuse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trajectory growth” of the economy. In order to 
sustain our country's momentum of economic growth, our government will invest more than RM2 billion to 
promot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ditionally, the government had also allocated RM6.25 billion to revive 5 major industries, including 
Arts and Tourism, Creative Industries,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Plantation, and Retail, in a budget allocation 
covering various subsidies and grants that total over RM1 million. 

Over RM2 billion investment 
to promote emerging 
technologies &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本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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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Digitization Grant Scheme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200 million
(RM50 million dedicated towards Bumiputera 
microentrepreneurs in rural areas)

Low-carbon Transition 
Facilitation Fund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1 billion (Central Bank)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assistance
Allocated funds amount: 

Exemption for Import tax, Domestic tax, 
Sales tax & Road tax

Smart Automation 
Matching Grants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100 milli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12 million

Government
Subsidy 
(Grants)

Sustainable
and

Low-Carbon
Practices  

Rehabilitating
and Catalysing
the Reform of

Targeted
Sectors

Arts and Tourism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600 mill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ge Subsidy Program (WSP)

RM600 million
Tourism financing plan

RM60 million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domestic tourism

RM50 million
Programs related to arts 
and culture

RM30 million
Repair grants for registered 
home stay owners

RM85 million
Special assistance to more 
than 20,000 tour operators

RM20 million
Strengthen Malaysia’s 
position as a preferred 
health tourism 
destination

Entertainment tax 
exemption
for Cinemas, theme 
parks (Federal Territory)

Income tax 
exemption
from cultural arts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s (until 2025)

RM50 million
Attraction Infrastructure 
Fund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Industry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1.5 billion
Seed, fertilizer, price and 
paddy production

RM170 million
Fishery allowance

RM120 million
Food Bank, Food Supply 
Guarantee Program

Retail Industry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250 million
Shop Malaysia Online 
and Go-eCommerce 
Onboarding

RM33 million
Buy Made in Malaysia 
Campaign, Malaysian 
Sales Program and 
Khazanah Alam Industry 
Direct Selling Program

RM74 million
Training programs and 
business guidance and 
a simple zero financing 
scheme

RM2,000
e-commerce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training in marketing and 
digital payments

Plantation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1.3 billion
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FELDA) (Oil 
Palm plantations)

RM495 million
Federal Bureau of Land 
Rehabilitation and 
Unification (FELCRA)

RM699 million
Small Rubber Plantation 
Development Bureau 
(RISDA) (Rubber Plantation)

RM35 million
Replanting projects for 
small oil palm plantation 
owners

RM20 million
International Anti-Palm 
Oil Campaign Response 
Fund

Creative Industry
Allocated funds amount: 

RM20 million
Program Riuh Keluarga 
Malaysia

RM30 million
Investment Loan Matching 
Scheme

RM188 million
FINAS, CENDANA and 
MyCreative Ventures 
will intensify various 
initiatives

本期焦点

19



Sources of Revenue

Non-tax Revenue

19.4％

Indirect taxes

13.2％

Non-tax Revenue

18.9％

Other taxes 2.6％
Indirect taxes 13.3％

Borrowing and Usage of 
Government’s Property

26.5％

Borrowing and Usage of 
Government’s Property

29.5％

Taxes

40.9％

Taxes

35.7％

Economic Outlook 2022:
GDP to expand 5.5%-6.5%

January–August 2021 (% share)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to 5.5%-6.5% in 2022 from 3%-4% in 
2021, boost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various 
stimulus and assistance packages to combat 
Covid-19.

The growth trajectory in 2022 will also be 
based on expectations of further expansion in 
global and domestic activities, fuelled by broader 
vaccine coverage and a further improvement in 
goods trade amid a slower recovery in services trade.

The Malaysian economy expanded by 7.1%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growth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particularly 
in the fourth quarter, as more economic and 
social sectors operate at full swing.

Year 2021

RM322.5
billion

Year 2022

RM332.1
billion

REST OF THE WORLD
REPUBLIC OF KOREA
TAIWAN

INDIA
VIET NAM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THAILAND
HONG KONG

JAPAN
US
SINGAPORE
CHINA

REPUBLIC OF KOREA
THAILANDUS

JAPAN
SINGAPORE
CHINA TAIWAN

INDONESIA
INDIA
GERMANY
REST OF THE WORLD

Exports
RM778.5
billion

11.6%

6.3%6.1%4.4%

14.0%

15.2%

29.0%

3.0%
3.3%

3.4%
3.7%

Imports
RM628.3
billion

23.4%

9.1%

7.7%4.9%

2.7%

5.5%

2.7%

24.5%

7.6%
7.5%

4.6%

经济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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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Operating expenditure (OE) 

Operating expenditure (OE) 

COVID-19 Fund

6.9％

Economy Affair 

12.1％

General Expenses

1.2％

COVID-19 Fund

5.3％
Salary of Government Servant

26.2％

Interest Charges

12.1％

National Defence

2.4％

Economy Affair 12.1％
Society 5.7％

Others 8％

Allowance and Social Welfare 5.8％

Salary of Government Servant 26％
General Expenses 1.2％
National Defence 2.7％

Retirement Pension 8.5％

Supplies and Services 9.1％

Interest Charges 13％

Society 6.8％

Others 6.1％

Fund Allocation for State 
Government

2.4％

Allowance and 
Social Welfare

5.2％
Fund Allocation for 
State Government

2.4％

Retirement 
Pension

8.6％
Supplies and 
Services

10.2％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DE)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DE) 

Following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nation's vaccination 
programm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2022 are anticipated 
to return to the pre-pandemic level. All expenditure 
items are projected to register positive growth.

Domestic demand
continues to support growth
Domestic Demand

Gross exports are projected to increase 
by 17.1% in 2021 attributed to strong 
external demand as economic activities 
normalise, in tandem with accelerated 
global vaccine rollouts, particularly 
among major economies.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are 
estimated to expand by 17.8% due to 
higher demand for E&E and non-E&E 
products by respective 12.8% and 22%. 
The increase in E&E exports is driven 
by the upward global trend for 
digitalisation and technology 
upcycle, including semiconductors,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parts 
and electronic machines apparatus. 

Exports of non-E&E products, particularly 
rubber products, are expected to rise 
in 2021, following rising global demand 
for PPE, specifically rubber gloves. 
Similarly, exports of agriculture goods 
are estimated to expand by 18.7%, 
buoyed by palm oil and palm 
oil-based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well 
as natural rubber.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subsector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5.5%, mainly backed 
by the finance segment, 
following the continued 
economic recovery and 
resumption of investment 
activitie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expected to expand by 4.7% 
in 2022, attributed to the 
steady performance of both 
export and domestic 
oriented industries.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s 
forecast to expand by 3.9%,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commodity segment.

The mining sector is forecast 
to decline marginally by 
0.3%, due to lower crude oil 
and condensates 
production, following the 
scheduled shutdown of oil 
and gas plants and facilities 
for maintenance.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s 
projected to turn around by 
11.5% in 2022 on account of 
better performance in all its 
subsectors.

External Sector Trade Performance

经济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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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经济报告书：
GDP预估增长5.5%-6.5%

我国预计在2022年可取得5.5%-6.5%经济成长，较2021年的3%-4%， 有所改进。这得益于
持续抗疫的努力，以及各项刺激市场的援助计划。

2022年的增长轨迹，是基于对全球和国内抗疫进展的不断扩大所作出的预估，包括疫苗
接种率达致目标及各领域的复苏情况。

马来西亚经济在2021年上半年增长7.1%，随着更多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和运作，预估下
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将会继续增长。

一般开支
1.2％

举债和使用政府资产
26.5％

所得税
40.9％

非税项收入
19.4％

间接税
13.2％

国防
2.4％

经济事务
12.1％

其他
8％

补贴和社会福利
5.8％

州政府拨款
2.4％
支付退休金
8.6％
供应和服务
10.2％

利息开支 12.1％

冠病基金 5.3％

公务员薪资 26.2％

社会
5.7％营运开销

发展开销

3225亿

令吉

2021年

钱从哪来？ 钱用在哪？

台湾
韩国
其他国家

香港
泰国
越南
印度

中国
新加坡
美国
日本

出口
7785亿
令吉

进口
6283亿
令吉

11.6%

6.3%6.1%4.4%

14.0%

15.2%

29.0%

3.0%
3.3%

3.4%
3.7%

中国
新加坡
日本
美国

台湾
印尼
韩国
泰国

印度
德国
其他国家

23.4%

9.1%

7.7%4.9%

2.7%

5.5%

2.7%

24.5%

7.6%
7.5%

4.6%

（2021年1月至8月）

十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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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项收入 18.9％
一般开支1.2％

冠病基金6.9％

利息开支6.13％

国防 2.7％

州政府拨款 2.4％

3321亿

令吉

2022年

钱从哪来？ 钱用在哪？

公务员薪资
26％

所得税
35.7％

借贷及利用政府资产
29.5％

间接税
13.3％

其他直接税收
2.6％

经济事务
12.1％

其他
6.1％

社会
6.8％

营运开销

发展开销

供应和服务 9.1％

补贴和社会福利 5.2％

支付退休金 8.5％

2021年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7.1%，这归因于经济活动正
常化带来的强劲外部需求，尤其是在主要经济体中，疫苗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由于对电子电器产品和非电子电器产品的需求，分
别增加 12.8%和22%，制成品的出口预计将增长17.8%。电
子电器出口增加受全球数字化和技术升级周期上升趋势的
推动，包括半导体、电信设备零件和电子机器设备。

随着全球对个人防护用品（特别是橡胶手套）的需求不断
增长，预计 2021年非电子电气产品，尤其是橡胶产品的出
口将增加。

同样地，在棕油和棕油农产品以及天然橡胶的推动下，农
产品出口预计将增长18.7%。

贸易表现

随着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快速推进，预计2022年的经济
活动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各项支出项目预计将实现正
面的增长。

国内需求继续增长
国内需求

金融业
随着经济的持续复苏和投
资活动的恢复，金融、保
险行业预计增长5.5%。

制造业
2022年制造业增长4.7%，出
口和内需产业均表现稳定。

农业
农业领域预计增长3.9%，
主要受大宗商品板块支撑。

矿业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工厂和
设施按计划关闭进行维护，
原油产量下降，预计采矿
业将小幅下降0.3%。

建筑业
建筑业2022年料将回升
11.5%，因各下游行业表现
好转。

经济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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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即将结束，国内各行各业开始在疫情
下逐渐复工，钢铁需求量正在回升，

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会长拿督斯里黄明强表
示，在过去一年里，钢材价格浮动太大，不断飙
涨，主要是原材料价钱上涨、汇率上涨、海运货
柜和轮船空间不足，导致海运运输费高涨300至
400％。

 “这对于进口商的资金和购买力都会产生极大
压力，因为这意味着业者需要准备更多资金。”

他说，为了确保货物能准时抵达目的地，买家
就只能付出更高的运输费，但各国港口卸货速度
影响船期，也为业者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港口一旦不能如期卸货，就会直接导致市场
上货源短缺，为了保护各行业的生产链，就会出
现抢购。而且，由于成本涨幅大于预算，就会导
致许多计划会因为成本问题而被逼展延，影响经
济发展。”

他指出，五金商所供应的行业不仅仅是建筑
业，还有其他的行业比如汽油，机械工程，电子,
也 供 应 给 许 多 本 地 中 小 型 企 业 ， 更 高 的 钢 材 价
格，会增加商家放账的风险，这个行业都需要放
账，而坏账的风险日益增长，也越来越严重，薄

利多销已行不通，主要是加强五金商在供应链里
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一直促请同业及会员们尽可能不
要恶性竞争，同时要谨慎关注钢材价格的走势变
动，以免蒙受亏损。”

他表示，这是一场历来最严重的疫情，许多行
业皆经历不同的困境，库存量可以令中小型同业
们的财务和盈亏难以控制，此时就必须投入大数
据设备，以把冲击降到可控制范围，但所需资金
更大。

他说，钢材价格高涨和缺货的情况不断涌现，
无论是贸易商、入口商及库存商都要面临风险，；
一旦存货销售出去后，就必须以更高价格订货，
不但订货成本增加，也加大存货风险；而且，一
旦价格回跌，就会造成巨大亏损，加上赊账等问
题，同业们在这两年皆面对极之沉重的压力。

他强调，高昂的钢材价格对贸易商非常不利，
运营成本大幅度增加，囤货更怕高处不胜寒。

他说，所幸，在疫情期间并没有听闻有会员同
业因而停业，但这次的危机也不失为一个转机，
让同业们可以因应时局，进行一番的调整或整顿，
方能更与时并进。

钢材价格浮动过大
风险高宜慎重行事

拿督斯里黄明强在
疫情下领导公会，
克服诸多挑战。

行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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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里黄明强表示，疫情期间最多会员们感到困
扰的是，下游行业获准开工，上游供应商却不能，某些
政策的朝令夕改和不明朗，也是让同业们无所适从。

他说，最近的放宽措施，方能让同业们喘一口气，
减少因为政策和标准作业程序的变化，而需要作出更多
的调整。

此外，他表示，建筑行业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此行业需大量钢铁和五金建材，加上中小型企业全面复
工，钢材需求势必更高，预料价格上涨仍会持续到明年。

他说，一些工厂因疫情减产、商家库存少，加上外
劳人数减少，都会是明年业界所面对的冲击。

“同业们面临最大的压力依然是现金流，所以我相
信大家依然对明年的市场，抱持着观望的态度，加上疫
情依然未能完全缓解下来，种种的不明朗，依然会笼罩
在整个行业之中。”

公会常举办回馈社会的活动。

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位
于沙登的大厦开幕典礼。

马 来 西 亚 钢 材 五 金 商 会
（MALAYSIA STEEL & METAL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简称 MSMDA）  由最初 1943年日
治时代成立的“雪兰莪五金旧货商
公会”， 因时代的变迁和时局的转
变需求下，逐渐从“雪兰莪五金公
会、雪隆五金商公会、雪隆钢材五
金商会”演变成为马来西亚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全国性钢材组织。

成立初期源自乡谊情缘，由雪
隆一带福建安溪人形成的买卖旧货
社群所建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
商会从早期的乡谊关系组件发展成
一个行业群体，接着不断地寻求转
变 ， 逐 渐 发 展 成 今 日 的 商 会 。
2/12/2001，商会获得马来西亚社
团注册局的认可，颁发十大优秀典
范社团奖状。

在2011年期间，时任理事会，
鉴于为了加强与政府的直接联系，
认为必须要提升成为一个全国性组

织；在此大原则下，时任理事会通
过修改了章程，将“雪隆钢材五金
商会”，由一个区域性团体，转换
为 一 个 全 国 性 的 组 织 ， 并 于 同 年 
10月 20日，正式获得注册局的批
准，易名为“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
会”，并积极展开扩招来自全国各
地的钢材同业加入。

目前商会共有378个商号会员，
主要是钢材进出口商、库存商、贸
易商，以经营钢材、不锈钢、建筑
材料、旧铜、废铁、铜铝等金属材
料为主，提供赊账便利给国内的下
游钢铁加工业及中、小型工业，辅
助这些工业在融资方面的不足。

2019年，拿督斯里黄明强接棒，
成为第58届理事会的会长，继续带
领商会向前迈进。商会78年以来，
经历多次经济低迷和繁荣期，也一
一见证马来西亚的各行各业的经济
发展史。

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简介

公会举办促进会员和同业交流的活动。

行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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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Berhad）
主办的雪州国际商务峰会（SIBS），将从11月18日
至21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进行，共有6个主要项
目，包括第7届雪州国际餐饮展（F&B）、第5届雪
州东盟商务大会（SABC）、第6届雪州精明城市与
数码经济论坛（SDEC）、第2届雪州研发与革新博
览会（SRIE），以及新增雪州国际医疗展（MEDIC）
及雪州工业园展（SPARK）。

 掌管雪州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本届峰会是促进大马经济
复苏的关键之一，为本区域的企业增加商机，顺利
度过疫情难关。

他说，雪州不仅是大马的经济龙头，全国主要的
www.selangorbusinesshub.my

规模历年最大
雪州国际商务峰会

州政府首办航空展
推动航空业充先锋

商业贸易都集中在此，甚至是东南亚之最，是许多国
际大企业扩张业务的目的地。地理位置与基础设施无
疑是雪州最大的优势，它坐落在一带一路航线中央，
还拥有东南亚第2大的港口及第3大的国际机场。

“有鉴于此，州政府一直在加倍努力吸引外资，
务求维持经济成长势头。”

邓章钦指出，峰会在去年亦推介了线上交易平
台—Selangor Business Hub，允许参展商与采购商
有长达1年的时间，随时可在线上实时沟通洽商交
易，至今已完成282场企业对接会议，成果丰硕，
为各方带来更多机遇。

欲知更多有关峰会详情，请点击，

首届雪州航空展将于11月25至27日，在梳邦
Skypark区域航空中心举办，旨在为商业和通用航
空领域提供交流平台，衔接行业参与者及其国内与
区域合作伙伴，从而助雪州成为东盟商业与通用航
空枢纽。

拿 督 邓 章 钦 表 示 ， 航 空 业 已 成 为 雪 州 的 重 点
关注领域之一，雪州投资促进机构于2019年推出
《2020-2030雪州航空工业行动计划书》，打造雪
州成为本区域航空工业的枢纽。

他说，本届航空展将汇聚全球30家顶尖的参展商
及5000名访客参与，为雪州创造无限的投资商机。

“我国有近63％航空业相关企业和机构设于雪兰
莪州，而随着州政府通过多项举措着重该领域发
展，雪州更有望成为本区域最重要的航空中心。”

为期3天的雪州航空展，首2天仅开放给商务人
士，最后一天开放给公众。展会将备有飞机展示、
论坛、教育机构开放日及行业参与者的博览会。

有关活动是雪州政府通过雪州投资企进机构举

办，并获得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
展机构和国家航空业协调办事处
（NAICO）支持，今年主题为“
雪州，东盟商业＆航空业枢纽”的
航空展。

https://selangoraviationshow.com/

欲知更多有关雪州航空展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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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总旅游组线上交流会
隆雪中总旅游业组于10月6日，由主任颜祖耀率领

与中总旅游组代表进行线上交流会。
交流会讨论内容包括复苏本地旅游业、我国第二家

园计划（MM2H），以及酒店业面对 Online Travel 
Agent （OTA）竞争等课题。中总旅游组将收集各项课
题资料，以在近期提呈给旅游部部长及旅游部总监。

隆雪中总出席代表包括旅游业组副主任王伟雄及组
员。中总代表包括该会旅游组主任拿督斯里李益辉、副
主任庄发明及各州代表。

与友会农业组线上交流会
隆雪中总农业及原产业组于10月15日，与友会

包括砂拉越、登嘉楼及巴生中华总商会的农业组，
进行线上交流会，有逾30位代表参与。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锺旺添在致欢迎词时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各州属中总农业组之间的联
谊交流及拓展商机。

巴生中总署理会长戴良麟表示，期盼未来有更
多类似的友会工作组交流会，彼此可整合资源，交
换意见与资讯、互相学习。

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代表们分享各自领域
的专业知识、技术与经验，以及所面对的难题，对
业界的展望等皆展开广泛讨论，并取得完满成果。

金融市场资讯分享活动
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于10月9日，通过线上

会议平台，与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联合举办新届小
组成立以来的首次金融市场资讯分享活动。

分享嘉宾为 Revenue Group 董事经理兼集团首席执
行员 Datuk Eddie Ng Chee Siong 和 KAF Investment 
Funds Berhad 首席投资官 Mr. Chu Kwok Yan，主持人
有组员童志隆和陈业成。主任李有全也受邀致欢迎和闭
幕词，出席者约30人。

除了分享外资对马来西亚国债增购与股票市场资
讯，也分享地产与石油股票短期的看法。此项小组
活动会每3个月左右举办一次，每一次的主题将因应
时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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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雪中总 - 联昌回教银行线上讲座系列 #1
“中小企业融资方案”

隆 雪 中 总 与 合 作 伙 伴 联 昌 回 教 银 行
（CIMB Islamic Bank Berhad）于10月8日，
举办第一场【中小企业融资方案】线上讲座。

会长拿督吴逸平表示，疫情持久肆虐，
长时间封锁及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许多企
业被迫倒闭或暂停营运，业者们在逐步开放
复苏期间仍在挣扎求存。

他说，企业需要援助，尤其是贷款便
利及奖掖，有助于企业在当今时局下稳住
脚步。

他欣慰隆雪中总与联昌回教银行目标
一致，协助中小企业度过疫情所带来的挑
战。研讨会邀请了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SJPP）、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CGC）
及联昌回教银行，分享目标性复苏及援助设
施（TRRF-i）、贷款担保、融资配套包括初
创企业及女性创业家所设计的 BizMula-i和 
BizWanita-i等等，中小企业应积极申请，并
善用政府提供的各种财务援助计划。

联昌回教银行总执行长阿末沙里曼表
示，在后疫情时代，企业必须未雨绸缪，学
习适应及转型，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他相信，随着推动数字化和自动化，全国疫苗接种计划进
度良好，经济安全地重新开放等，都能提振企业信心。

研讨会主讲人包括联昌银行（CIMB）代表梁志邦、马来西
亚信贷担保机构（CGC）代表Puan Sharifah及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SJPP）代表Puan Masliza。主持人则是隆雪中总中小
型企业组主任陈棋雄。

与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线上讲座
隆雪中总与马来西亚社险机构（PERKESO）

于10月4日，联办【国家复苏计划：大马社
会保险机构在“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
套”（PEMULIH）对雇主的援助】线上讲座，
通过Webex及面子书直播，逾170名出席者
并踊跃发问。

主讲人是马来西亚社险机构就业服务官
黄馨妮，主持人则是隆雪中总中小型企业组
副主任吴健雄。吉隆坡社险机构局长慕斯达
法也受邀任开幕人及致词。

副会长拿督廖俊亮主持开幕发言时说，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活动，大马中小企业和
雇主也深受影响，除了薪资补贴计划，还
有职业振兴计划3.0、聘请自雇人士津贴
（Program KerjayaGig）及就业保险计划等，
助受冲击的商家和协助经济活动迈向复苏。

隆雪中总希望透过举办线上分享会，让
商家更了解政府的援助配套，解答申请和技
术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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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会线上论坛：
 马来西亚商会之家谈疫情后的可持续性及商业延续性”

由吉隆坡暨雪兰莪印度商会主办，并邀请本
会和吉隆坡马来商会为支持单位的“三商会线上
论坛：马来西亚商会之家谈疫情后的可持续性及
商业延续性”于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下午3
时至下午5时举办。

座 谈 会 由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印 度 商 会 副 会 长
Mr. Tamil Selvan Subramaniam@T.Selvam致词。
该论坛主讲者包括吉隆坡暨雪兰莪印度商会总
秘书Mr. Nivas Ragavan、吉隆坡马来商会财政
Mr. Norhisham Abdul Mutalib 以及本会商业组
主任郑美菇女士。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8
隆雪中总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和中小型企业组，

于10月13日举办一场线上商机交流会，参与者约
50人。

交流会旨在鼓励会员商家踊跃开拓商机，加强彼
此联系网，预先报名的会员各享有5分钟分享时段，
以向线上参与者进行公司背景、产品或服务介绍。

参与这项交流会的公司有Billionaires Geomancy 
Management (M) Sdn Bhd、CIMB Bank、
CLICK4LOVES Photography、Decorus Illuminance 
Sdn Bhd、HY Family Mart、M&T Resources、Mak 
Academy及Progressture Power Sdn Bhd。

与槟中总青商团
线上交流会

槟州中华总商会（槟中总）青商团与本
会青商团于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晚
上8时30分，通过Zoom会议平台进行线上
交流会。

此项交流会旨在促进各州中华总商会青
商 团 之 间 的 合 作 联 系 和 凝 聚 力 ， 以 及 开 拓
商机。

交流会出席者约44人，并由槟州中华总
商 会 青 商 团 署 理 团 长 陈 德 荣 先 生 及 本 会 青
商团团长锺秉宏先生率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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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捷瀚、刘则毅(Plan Net Media Sdn. Bhd.)

出品与发行 / Publisher & Distributor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制作统筹 / Producer ：Plan Net Media Sdn. Bhd.

隆雪中总商讯编务小组 Editorial Board of eBulletin KLSCCCI

参观唯美艺术画廊
隆雪中总青商团于10月15日，

组 团 参 观 唯 美 艺 术 画 廊 （ A r t 
WeMe Contemporary Gallery）。

此活动旨在提供机会予青商团
团员，增进交流及促进团队凝聚
力 。当天出席者约13人，并获得
执委刘舒菲率领接待，与会者对于
此行皆获益良多。

开斋节分发捐款及青包活动
隆雪中总慈善公益组在10月27日拜访

淡江孤儿院，分发捐款和青包予孤儿院管
理层和孤儿们，这项活动原订于5月举行，
因疫情展延至今。

慈善公益组主任拿督王泰贤表示，作为
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除了注重国家经济发
展外，也履行社会责任。隆雪中总希望借此
活动抛砖引玉，鼓励和集结更多热心人士及
私人企业雪中送炭，携手为社会带来温情、
为弱势群体送暖献爱心。

淡江孤儿院总秘书Tuan Haji Mohd Zahar 
Bin Abdul Samad在致词时，感谢隆雪中总
连续37年给予支持和援助，同时分享孤儿院
受疫情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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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公司会员  Corporate Life Members

Agmo Holdings Sdn. Bhd.  (1214700-W)

Tel : 03-7664 8515
E-mail : hello@agmostudio.com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陈奕强
Tan Aik Keong

01

Wilstech Sdn. Bhd.  (1284414-D)

Tel : 03-7802 8834
E-mail : wilson@wilstech.com

IT Solutions 罗名耀
Wilson Low Min Yew

02

龙腾控股有限公司
Warga Edaran Sdn. Bhd.  (379898-D)

Tel : 03-8739 9998
E-mail : warga.edaran@gmail.com

物业发展
Property Development

黄志强
Wong Chee Keong

03

Diamond & Platinum Sdn. Bhd.  (493079-H)

Tel : 03-2282 7318
E-mail : infor@mydnp.com

Jewellery Retailer 锺新昌
Choong Sin Cheong

04

Amleisure Group Berhad  (1221566-K)

Tel : 03-7987 6876
E-mail : ada.poon@amleisure.com.my

Travel Media, 
Travel Platform

潘艳虹
Poon Yin Hoong

05

Gotraz Sdn. Bhd.  (1333512-K)

Tel : 03-7987 6876
E-mail : masinne14@gmail.com

The 1st travel e-platform 
in Malaysia

叶明芳
Yup Ming Fon

06

TTMC Welding Supplies Sdn. Bhd.  
(612402-K)
Tel : 03-8060 6131
E-mail : derrick@ttmcwelding.com

Trading in Welding, Cutting 
& Automation Equipment

林昇广
Lim Shen Goang

07

Ai Hardware Sdn. Bhd.  (835550-M)

Tel : 07-289 3131
E-mail : bryan.chew@aigroup.com.my

Furniture Hardware 
Accessories Wholesales, 
Import & Export 

周健鸿
Bryan Chew Kian Hong

08

Far East Holdings Berhad  (14809-W)

Tel : 09-514 1936
E-mail : fareast@fareh.po.my

Oil Palm Plantations 郑立顶
Tee Lip Teng

09

阿拉斯加资源有限公司
Alaska Resources Sdn. Bhd.  (1025149-M)

Tel : 03-9548 0073
E-mail : admin@alaskaresources.com.my

Mineral Mining & 
Trading Activities

李汉杰
Lee Hon Kit

10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隆雪中总已于2021年9月29日第3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下列新会员。
兹将其商号所经营业务及代表姓名分别刊布如下：

欢迎新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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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司会员 Corporate Ordinary Members

梦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Dream Tech Holding Sdn. Bhd.  (1298356-K)
Tel : 03-9011 4099
E-mail : aw@waikit.net

Online Advertising 欧伟杰
Aw Wai Kit

01

创世纪商学院
Genesis Academy Sdn. Bhd.  (1151979-H)
Tel : 03-7880 5799
E-mail : gsengkian@yahoo.com

教育与培训 颜生建
Gan Seng Kian

02

Olivia Lim & Co  (000020004647)

Tel : 03- 2011 1386
E-mail : olivia@olooico.com

Legal Services (Equity & 
Debt Capital Markets) 

Olivia Lim
03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普通)附属公司会员 Corporate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s

HSBC Bank Malaysia Berhad  (127776-V)

Tel : 03-2075 3981
E-mail : feliciapyeng@hsbc.com.my

Financial Institution 吴宝玉
Felicia Eng Poh Yoke

01

吉隆坡文华东方酒店 Asas Klasik Sdn. Bhd. 
(Mandarin Oriental Kuala Lumpur)  (211510-H)
Tel : 03-2380 8888
E-mail : mokul-sales@mohg.com

Hospitality 卢韵娜
Ruby Loo Yuen Nah

02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永久)附属公司会员  Corporate Associate Life Member 

吉隆坡世界贸易经贸有限公司
WTC Trade Services Sdn. Bhd.  (1405722-P)
Tel : 03-2614 6747
E-mail : meiting@pwtc.com.my

International Trade Services 胡美婷
Oo Mei Ting

01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永久)个人会员 Individual Life Member

张梦莹
Chen Mong Yin, Elsa
E-mail : mochen@deloitte.com

Financial Services -
01

代表姓名项列 姓名 经营业务

(普通)个人会员 Individual Ordinary Member

陈燕鸿
Patrick Tan Yan Hong
E-mail : patricktan0510@gmail.com

Lawyer -
01

代表姓名项列 姓名 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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