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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项    财务来源 

6.1    入会金及年捐

本会会员之入会金及年捐如下：

6.1.1 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将

豁免缴交任何入会金，以下为六种

杰出会员和杰出附属会员之会费：

	 (a) A型	：马币二十万元

	 (b) B型	：马币十万元

	 (c) C型	：马币五万元

	 (d) D型	：马币二万元

	 (e) E型	：马币一万元

	 (f) F型	：马币五千元

	 董事会有权调整此会费，惟任何调

整须先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惟，

会员籍有效期为一年，除非有关杰

出会员或杰出附属会员在次年再缴

付相关会费，否则其会员籍将自动

转为永久会员或永久附属会员，视

何者为适。再者，该永久会员或永

久附属会员若在日后任何时候再缴

付相关会费时，将可恢复为有关杰

出会员或杰出附属会员籍，视何者

为适。

6.1.2 永久会员和永久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永久会员或永久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之

一次性入会金为不少于马币三千

元。董事会有权调整此一次性入会

金最低金额，惟任何调整须先获得

社团注册官批准。永久会员或永久

附属会员不必缴交年捐。

6.1.3 普通会员和普通附属会员

	 所有类别的普通会员或普通附属会

员，亦即商团、公司及个人会员之

入会金为马币三百元，年捐为马币

二百五十元。董事会有权调整此入

会金额及年捐，惟任何调整须先获

得社团注册官批准。

6.2    缴费期限

6.2.1	 普通会员与普通附属会员必须在每

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缴清年捐。

第7项    会员大会 

7.1    会员大会

7.1.1 本会之最高权力是赋予会员大会，

会员大会休会后，由董事会处理会

务。董事会须按本章程第8.2项组

成常务董事会，授权其推行各项会

务。

7.1.2 个人会员须亲自出席会员大会投

票，商团、公司会员须由其按本会

章程第7.1.4项所委派的授权代表出

席投票。

7.1.3 凡未缴清年捐之会员，无选举权与

被选权。

7.1.4 商团、公司会员只可由其在本章程

第4.3.5项规定之授权代表，或适时

以书面通知本会已更换之代表或受

托人出席常年会员大会。不过，已

填妥之委托表格须已于大会召开前

不少于七天内交到本会秘书处，否

则委托表格志明之受托人无权出席

常年会员大会或投票。

7.2    常年大会事宜

7.2.1 本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并

须在每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或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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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通过展延不超过六十天之内召

开，以便处理下列事宜： 

 (a) 审查及接纳上一年的会务报告

及经审计师查核之财务报告	

（截至上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b) 依章程第11项委任一名专业特

许审计师；及

 (c) 其他事项，惟该事项须在会员

大会十四天前以书面递交总秘

书，由董事会成立的相关工作

组审查后认为适当者，列议程

讨论。

7.2.2 除了以上所述，选举董事将每三年

举行一次。

第8项 董事会、常务董事会和
工作组 

8.4    任期

8.4.1	 所有本会董事须于当选后的第三个

常年会员大会卸任，且有被连选连

任之资格。

8.4.2	 除了章程第8.4.3项外，任何人，不

论是凭个人会员身份，或是公司或

商团会员的授权代表或多重身份，

不得连续担任本会会长超过两任。

8.4.3	 如果本会会长在即将任满两届和在

来届董事会选举提名截止日期及改

选时，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会长，他有资格参加第三届选

举，一旦中选，他将可续任第三届

本会会长，并在不抵触本章程第8.6
项下，不论他是否继续担任马来西

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有权完成其第

三届任期。

8.4.4	 在此条文生效之前或之后对有关职

位所担任的任期或部份任期，亦视

为一任。

8.6    丧失资格

8.6.1	 任何人在以下情形，将丧失其即

将、任内或继续担任董事或常务董

事会或工作组成员之资格，视何者

为适	:-

	 (a)	 在1966年社团法令下被定罪；

或

	 (b)	 在任何法令及条文下被判罪，

同时被罚款不少于马币五千元

或被判监不少于三个月；或

	 (c) 因抵触任何有关大马安全、公

共秩序法令或此类法令的部份

条款，或涉及预防犯罪、防御

性拘留、限制居留、驱逐令而

仍遭拘留、受限、监察、限制

居留、驱逐出境等法律制裁；

或

	 (d)	 未清偿债务之破产人；或

	 (e)	 精神不健全；或

	 (f)		 被终止其公司会员或商团会员

之授权代表人身份；或

	 (g) 	 若他代表的商团会员或公司会

员，已在相关法令下被清盘或

吊销注册者；或

	 (h)	 若他拒绝或不适任职，或无能

力执行职务，或抵触本会及会

员之利益者，由会员大会议决

取消其职务。

	 前述第8.6.1(a)~(d)项须受1966年社

团法令之第9A条(2)及(4)或所有在

任何时候修订之相关条文之限制。

II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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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6    SOURCE OF INCOME

6.1 Entrance Fee And Subscription

The entrance fees and subscription payable by the members are as follows:-

6.1.1 Eminent Member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The Eminent Members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Corporate Member and Individual Member shall be 

exempted from paying any entrance fee and the subscription for the six types of  

Eminent Member and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shall be as follows:-

 (a) Type A : Ringgit Malaysia Two Hundred Thousand (RM200,000.00) only

 (b) Type B : Ringgit Malaysia One Hundred Thousand (RM100,000.00) only

 (c) Type C : Ringgit Malaysia Fifty Thousand (RM50,000.00) only

 (d) Type D : Ringgit Malaysia Twenty Thousand (RM20,000.00) only

 (e) Type E : Ringgit Malaysia Ten Thousand (RM10,000.00) only

 (f) Type F : Ringgit Malaysia Five Thousand (RM5,000.00) only

 The aforesaid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such variation(s) sha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they are duly approved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PROVIDED FURTHER THAT the membership shall 

be valid for a term of  one year only and unless the Eminent Member or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pays the subscription for the following year, its / his membership 

shall automatically be converted to Life Member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 as the 

case may be PROVIDED FURTHER THAT at any time thereafter upon payment 

of  subscription, the said Life Member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 shall revert to be an 

Eminent Member or Associate Eminent Member, as the case may be.

6.1.2 Life Member and Associate Life Member

 The entrance fee / subscription for Life Members or Associate Life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Corporate Member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be a sum of  not less than Ringgit Malaysia Three Thousand 

(RM3,000.00) only. The aforesaid minimal lump sum entrance fees /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subject to prior approval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No annual subscription is payable by a Life Member after his 

admission as a Life Member or an Associate Life Member.

EXCERPTS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KLSCCCI

III 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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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Ordinary Member and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

 The entrance fee for Ordinary Members or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s from all 

categories, namely,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Corporate Member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be Ringgit Malaysia Three Hundred (RM300.00) only and the annual 

subscription shall be Ringgit Malaysia Two Hundred and Fifty (RM250.00) only. The 

aforesaid entrance fees / subscription may be varied at the absolute discretion of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such variation(s) shall only take effect after they are duly 

approved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6.2 Time Of Payment

6.2.1 The annual subscription shall be paid by the Ordinary Members and Associate 

Ordinary Members on or before the 31st day of  March each year.

CLAUSE 7    GENERAL MEETING

7.1 General Meetings

7.1.1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Chamber shall vest in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embers. While the General Meeting stands adjourned, the affairs of  the Chamber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shall form an Executive Committee as 

provided in Clause 8.2 to execute the business of  the Chamber as it may delegate.

7.1.2 Individual Members shall only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s and vote thereat personally. 

The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Corporate Members shall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s and vote by their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as provided under Clause 

7.1.4 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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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elected.

7.1.4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Corporate Members shall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by their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as nominated pursuant to Clause 4.3.5 

herein or by any other representatives duly appoint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whose 

appointments shall have been duly conveyed to the Chamber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or by any proxies duly appointed by them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shall 

entitle the proxies stated in the proxy forms to attend and / or vote or be elect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unless the completed proxy forms shall have been duly delivered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hamber not less than seven (7)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7.2 Business Of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7.2.1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hamber shall be held on or before the 30th of  

June of  each year or such extension of  time not exceeding sixty (60) days thereof  as 

the Council may deem fit to transact the following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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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o consider and approve the annual report and the audited accounts of  the 

Chamber for the preceding year ending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b) to appoint an Auditor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11 hereof; and

 (c) to transact any other matter for which fourteen (14) days written notice has 

been given to the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before the meeting and deemed 

appropriate to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by relevant Working Committee(s) as 

established by the Council at the Counci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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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USE 8    COMMITTEE

8.4 Tenure Of Office

8.4.1 All Council members shall retire at the thi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rom the date 

of  election and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8.4.2 Subject to Clause 8.4.3 herein, no person whether in his own capacity as an Individual 

Member or the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f  a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r 

Corporate Member or any combination of  capacities thereof  shall serve for more than 

two (2) consecutive term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8.4.3 A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who is serving his second term is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for a consecutive third term if  at the close of  the nomination for the incoming Council 

election and during the election process, he is concurrently holding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and subject to Clause 8.6 herein, once duly elected he is entitled to complete 

his third term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amber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he may 

howsoever and for whatsoever reason ceases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8.4.4 Any term of  office or part thereof  for the positions stated herein which have been 

serv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ming into effect of  this Clause shall be deemed as a term.

8.6 Disqualification

8.6.1 A person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becoming, being or remaining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the Working Committee(s) of  the Chamber, as 

the case may be:-

 (a) if  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1966; or

 (b) if  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under any law and sentenced to a fine of  

not less than Ringgit Malaysia Five Thousand (RM5,00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not less than three (3) month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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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f  there is in force against him any order of  detention, restriction, supervision, 

restricted residence, banishment or deportation under any law relating to the 

security of, or public order in Malaysia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prevention of  

crime, prevention detention, restricted residence, banishment of  immigration; or

 (d) if  he is an undischarged bankrupt; or

 (e) if  he is and has been found or declared to be of  unsound mind; or

 (f) if  he ceases to be a member or a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f  a Corporate 

Member or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n whose ticket he was elected; or

 (g) in the case of  a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 or a Corporate Member, if  the trade 

association or company or firm which he represents has been wound up or has its 

registration cancelled under the relevant law; or

 (h) if  he refuses or is unfit to act, or incapable of  acting or act in such a manner 

detrimental or advers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hamber and the members in the 

General Meeting resolve that he be removed from his offic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foregoing Clauses 8.6.1(a) - (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in sub-sections (2) and (4) to Section 9A of  the Societies Act, 1966 or any 

amendments thereto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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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11时正

地点	 ：以线上会议形式（ZOOM）进行

出席者	：（恕不称呼）

-	Dazmaplus Sdn Bhd（潘艳虹）

-	元生汽车零件（马）有限公司（林春发）

-	AO	先进自动有限公司（胡雅福）

-	马来西亚水产商公会（林振泉）

-	中国外运（马来西亚）物流有限公司

			（徐红）

-	蔡文洲律师事务所（蔡文洲）

-	蔡文洲

-	吉隆坡雪森彭金钻珠宝商公会（陈嘉辉）

-	O M Asia Sdn Bhd（陈嘉辉）

-	吉时工业（马）有限公司（张仲华）

-	WTI Nutritional Products Sdn Bhd（张仲华）

-	婆罗洲土产有限公司（张仲华）

-	张大伟

-	维达卫浴有限公司（朱辉）

-	Warner Pump Malaysia Sdn Bhd（曾丽莲）

-	ClickforLoves Photography（郑翔鍏）

-	VC Life Solution（张芷薇）

-	CNI Corporation Sdn Bhd（张进泰）

-	新德美有限公司（张辛馨）

-	德发蔬菜批发商（张辛馨）

-	Victoria Consolidate Sdn Bhd（锺淑玲)

-	万年青茶艺中心有限公司（谢鸿亮）

-	Nexta Corporation Sdn Bhd（谢䄫驊）

-	谢顺荣

-	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会（陈棋雄）

-	Mykris Asia Sdn Bhd（陈棋雄）

-	Favor Tech Sdn Bhd（陈棋雄）

-	淳泰精准有限公司（甄德淳）

-	Imec Education Sdn Bhd（张凯翔）

-	Koo Associate（张慧玲）

-	Homesign Capital Sdn Bhd（锺秉翰）

-	商盛资源有限公司（锺秉宏）

-	Ektech Communications Sdn Bhd（锺秉宏）

-	Kumpulan H & L High-Tech Berhad
	（锺秉宏）

-	雪兰莪暨吉隆坡机械五金商公会（周国球）

-	Airmatic Machinery Sdn Bhd（周国球）

-	Soft Space Sdn Bhd（梁耀聪）

-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印务商公会（蔡元禄）

-	合众美术印刷有限公司（蔡元禄）

-	合众机构有限公司（蔡元禄）

-	金山企业（马）有限公司（崔莲欣）

-	华丽服装有限公司（崔莲欣）

-	添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曾宝添）

-	王兄弟石油有限公司（王泰贤）

-	萧健皓

-	廖兄弟制铝厂有限公司（萧健皓）

-	Stratford Capital Berhad（萧健皓）

-	LBI Capital Bhd（黄振兴）

-	焦点控股（廖俊亮）

-	安裕资源有限公司（林建南）

-	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林成国）

-	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林泰顺）

-	亚洲投资(马)有限公司（林泰顺）

-	Vitameal Sdn Bhd（林泰顺）

-	林泰顺

-	勇达有限公司（黄福）

-	瑞泰企业有限公司（黄位寅）

-	瑞泰帆布工业有限公司（黄位寅）

-	建丰轮胎有限公司（陈欣怡）

-	雪兰莪州直落昂厂商公会（陈际春）

-	Lintasan Remaja (M) Sdn Bhd（陈镇明）

-	仁达有限公司（陈镇明）

-	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郑生金）

1 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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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im (M) Sdn Bhd（郑生金）

-	Solution Risk Consultants Sdn Bhd （林玉晶）

-	宝利机构（张兴庆）

-	可利达机械有限公司（曾茂旺）

-	Jchem Engineering Sdn Bhd（曾茂旺）

-	多美金钻珠宝机构有限公司（吴逸平）

-	多美集团（吴逸平）

-	聚宝当（吴逸平）

-	吴逸平

-	Nelson’s Franchise (M) Sdn Bhd（郭庭東）

-	Diversified Gateway Berhad（刘志强）

-	Corak Gelombang Sdn Bhd（刘志强）

-	慕达控股有限公司（林俊聪）

-	全利有限公司（谢松坤）

-	DNA Petrochem Sdn Bhd（赖韵婷）

-	金碧酒店（林勇忠）

-	Majesty Applied Sdn Bhd（陈光耀）

-	邱煜峰

-	Top-Mech Provincial Sdn Bhd （谢德权）

-	Novamas Enterprise Sdn Bhd （傅桂洋）

-	Novamas Properties Sdn Bhd （傅桂洋）

-	友立精塑有限公司（颜文钦）

-	Kuala Lumpur Pavilion Sdn Bhd	（颜文钦）

-	LYL Capital Sdn Bhd	（颜文钦）

-	雪邦黄金海岸（颜祖耀）

-	秋贸易（杨伟康）

-	Wright Architectural Team Sdn Bhd 
  （黄业益）

-	马来西亚动物保健商总会（邱慧玲）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邱慧玲）

-	Hikole Technology （丘国良）

-	义丰公司（黄慧灵）

-	泉发五金(私人)有限公司（何子文）

-	联业(五金)有限公司（何子文）

-	源丰五金贸易公司（何子文）

-	古晋面家（禤美霖）

-	雪兰莪州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

			（欧阳羱瑱）

-	极力旅游有限公司（欧阳羱瑱）

-	隆雪果农公会（锺旺添）

-	福霖（马）有限公司（锺旺添）

-	Sunsuria Hillpark Sdn Bhd （陈钰燕）

-	TCTL Engineering Sdn Bhd （蔡宗甫）

-	义兴金铺有限公司（蔡宗甫）

-	Angsana Asia Sdn Bhd （廓慧施）

-	高燕霞

-	今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沈仁义）

-	Genesis Pavilion Sdn Bhd （邱美聪）

-	祥炽企业有限公司（邱维斌）

-	丘福康

-	永合成有限公司麻油酱料厂（许财成）

-	邱谊辉

-	华丰行有限公司（黎凤倪）

-	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黎凤倪）

-	华丰行纺织有限公司（廖丽明）

-	实达建筑有限公司（廖丽明）

-	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李文彪）

-	马来西亚建筑材料代理商公会（李文彪）

-	Makin Juta Sdn Bhd（李文彪）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李洁盈）

-	新联达五金有限公司（李强）

-	珍珠假期（马）旅游有限公司（李强）

-	建裕钢铁有限公司（李强）

-	Harvest Success Enterprise（李美珍）

-	Benecap Sdn Bhd（李有全）

-	李有全

-	Powerista Technologies Sdn Bhd（李有全）

-	马来西亚牙业商会（李有全）

-	光联有限公司（林金胶）

-	安尼妥司(马)有限公司（梁淑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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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工业园工商会（刘金燊）

-	兴达室内外铝木工程（刘金燊）

-	张裕民

-	立罗汽车装饰（马）有限公司（张裕民）

-	利达砖厂有限公司（张裕民）

-	顺新兴发展有限公司（张裕民）

-	唯美艺术画廊有限公司（刘舒菲）

-	五洲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林祯炎）

-	UES Health Farm Sdn Bhd（林号杰）

-	Giftwenty Sdn Bhd（林号杰）

-	隆雪汽车暨银业公会（林吉庆）

-	义利贸易有限公司（林敬蛟）

-	Mega Logistic Holdings (M) Sdn Bhd
（林金利）

-	 Sunsuria City (KL) Sdn Bhd（Lim Seng 
Woei）

-	雪隆缝业公会（刘培成）

-	万家眼镜（罗建光）

-	赖爱秀

-	Serba Terbilang Sdn Bhd（赖鸣奕）

-	Mak Academy（麦釿舒）

-	Eien Corporation Sdn Bhd（Michael William 
   Greenall）

-	M & T Resources（陈麦克）

-	辉明塑胶有限公司（莫光耀）

-	长江号蛋行（莫淑翠）

-	中华塑胶有限公司（莫淑翠）

-	Planetis Resources Sdn Bhd（吴彩娟）

-	姚氏漆料专卖有限公司（黄惠敏）

-	利威供应链（黄晟尧）

-	黄毓晶

-	信达贸易有限公司（吴逸琛）

-	吴逸琛

-	远东联营有限公司（吴玉珍）

-	Equatorial Palms Sdn Bhd（黄丽凌）

-	卢发木材工业有限公司（卢孔燐）

-	马来西亚礼品商会（白隆成）

-	Sunsuria Forum Sdn Bhd（Pon Hai Yang）

-	Parkson Corporation Sdn Bhd（陈秋霞）

-	M3C Communications Sdn Bhd（陈秋霞）

-	斯奈特科技有限公司（陈仁丰）

-	TYM Group (M) Sdn Bhd（陈永铭）

-	荣丰贸易有限公司（谢德荣）

-	LYL Land Sdn Bhd（Sam Kah Yen）

-	马来西亚连锁协会（郑美菇）

-	郑美菇

-	Mega Milestone Sdn Bhd （谢谨全）

-	马来西亚神料商公会（盛荣华）

-	萧杰圣

-	Flexevo (M) Sdn Bhd（萧莉倩）

-	广源机械五金	(1976) 有限公司（宋永康）

-	源生企业有限公司（宋永康）

-	兆棠有限公司（宋永康）

-	通运旅游有限公司（戴振标）

-	Mars Valley Sdn Bhd （谭成裕）

-	瓜雪暨沙白县中华商会（陈栢铨）

-	利有限公司（Tan Han Boon）

-	皆胜五金鹰架有限公司（陈杰胜）

-	TKP Family Holdings Sdn Bhd（陈嘉斌）

-	陈嘉斌

-	PW Tan & Associate（陈旆维）

-	EC Precast Sdn Bhd（陈炳钟）

-	爱可乐（私人）有限公司（陈旭昇）

-	Only World Group Holdings Berhad 
  （许展强）

-	四海栈联营有限公司（张昌国）

-	金狮机构有限公司（锺廷森）

-	Parkson Holdings Berhad（锺廷森）

-	合营制钢私人有限公司（锺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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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Mech Cranes And Hoists (M) Sdn Bhd
   （戴良业）

-	征阳控股有限公司（戴良业）

-	征阳集团（戴良业）

-	高泉发茶行有限公司（陈信伟）

-	Taurus Marketing Sdn Bhd （陈信伟）

-	Vitaland Enterprise （郑杰雄）

-	Centro Properties Group Sdn Bhd （张翠苹）

-	鑫资金投资有限公司（张国林）

-	Singular Capital Management & Research Sdn 
   Bhd（张国林）

-	Sunsuria  Core Sdn Bhd（戴征龙）

-	Sunsuria Development Sdn Bhd（戴杏倪）

-	农化有限公司（Toh Hway Hsien）

-	Eco Power Synergy Sdn Bhd（莊振辉）

-	Evergreen Oil Sdn Bhd（丘光荣）

-	Menang Engineering Sdn Bhd（汤山仁）

-	Sunsuria Properties Sdn Bhd（李伟生）

-	亿帝有限公司（王招憲）

-	ST Projects Sdn Bhd（黄绘达）

-	Amigatech Sdn Bhd（王顺诚）

-	DGL Advertising (M) Sdn Bhd（黄湧强）

-	远东柯式电版有限公司（Yong Ping Ying）

列席者	 ：	彭志豪（B D O）、周依乐

（BDO）

秘书处	 ：	何素芳、陈淑苗、王丹桂、

吕蕙华、张僖珉、曾善美、

陈思嶶、骆佳顺、许国仕、

郭嘉明、赵雪芬、宋艳莉

大会主席	：	戴良业

记录	 ：	何素芳、陈淑苗

1.	 会长致词

今天是隆雪中总2021年常年会员代

表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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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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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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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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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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国家能够继续前进，迈向繁

荣，迈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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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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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们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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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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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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后他就能够自立，生活也能够

得到改善，同时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

献，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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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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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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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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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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m m i s s i 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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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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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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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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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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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覆准前期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15-8-2020）

2020年8月15日之常年会员大会记录

由拿督吴逸平提议,	 拿督陈镇明附议，获

大会一致通过接纳。

3.	 接纳会务报告及经审计师查

核之财务报告（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总秘书颜文钦简报本会2020年会务

活动如下：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政府实施多项行

动管制令影响下，本会去年2020年也随着

新常态，调整会务活动方式，把实体的改

为线上，包括召开线上会议和举办线上活

动等等。

本会从去年7月开始，举办线上讲座

会，通过本会面子书直播，至今共举办

了11场线上讲座。工业组也为了促进会员

间的交流与开拓商机，通过ZOOM会议平

台，举办一系列线上商机交流会，至今共

举行6场交流会。本会数字经济组也在行

动管制令MCO 1.0期间，与中总联办8场
系列直播节目，邀请主讲嘉宾讲解时下当

红的课题。

虽然在政府制定的防疫标准作业流

程SOP下，本会一年一度的盛事周年会庆

晚宴，和所有的慈善聚餐会须暂时搁置，

但是本会不忘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本会的

福利基金捐助本会年度受惠慈善团体外，

也捐助其他团体发动的救济行动如中总号

召的捐助医用手套予中国、慈济基金会的

纾困计划和MRCA的慈善筹款活动。

此外，去年中总发动的THE EDGE媒
体集团筹募医疗用品基金和医护工作者支

援基金的捐款活动，本会的董事和会员积

极响应，共捐助106万6千500令吉。今年

5月下旬，我国疫情非常严峻，确诊病例

不断攀升及医院已到饱和状况，在本会会

长的号召下，再次发动筹款，在短短的两

天内，本会董事和工作组成员共筹获50万
2千令吉，以捐赠2套中央监控系统CMS
和5张ICU病床给双溪毛糯医院。

即使受疫情影响，本会教育基金仍

继续颁发助学金予在学的学生。本会国民

团结组也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以促进国民

团结与种族和谐。本会与马来亚大学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及马大出版社合作出版

的《隆雪中总百年简史》即将面世。

去年的会务活动项目可参阅2020年
常年报告书。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之会务报告由

傅桂洋提议、张国林附议，获大会一致通

过接纳。

财政拿督郑生金简报如下：

本会2020年度账目可参阅常年报告

书。2020年综合基金，即经常费/教育基

金，全年总收入为RM2,227,429.00，扣除

全年总开销（含折旧RM663,005.00）为

RM3,109,787.00后不敷RM(882,358.00)。

8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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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再延长工资补贴

计划6个月，并继续给

予实习津贴，鼓励企业

聘请大学毕业生，降低

失业率。

	 解决办法	：	致函首相署，财政部，

人力资源部。

5.2	 继续提供中小企业数码化奖掖，

并改善其政策和申请流程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继续提供

中小企业数码化奖掖，

并改善其政策和申请流

程。

	 案由	 ：	协助和引领中小企业改

善数码化绝对是正确的

方向。中小企业奖掖对

1 0万家中小企业来说

是一项伟大的举措。然

而，国内的中小企业和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却

有许多的问题反馈。

	 	 	 这包括奖掖无法在线申

请，以及中小企业无

法在网站上查看申请进

度；中小企业一生中只

能申请一次，导致中小

企业需等待和寻找一个

价值1万令吉的大型项

目，或一次性更换3至5
个软件；采用新的会计

软件并不能协助中小企

业变得更强大；外国软

件的转售导致本地软件

公司被外国供应商所超

越。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马来西亚

数码经济机构，经济策

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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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BDO会计公司初步计算2020年本会经

常费基金不被抽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之财务报告由

张裕民律师提议、蔡文洲律师附议，获大

会一致通过接纳。

4.	 委任审计师

大会一致通过张裕民律师提议、蔡

文洲律师附议，继续聘请德豪国际会计师

行（BDO）担任本会审计师。

5.	 通过提案

提案小组主任蔡文洲律师提出共有

16项提案供大会讨论接纳。涵盖范围包括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工商业及农业发展课

题、税务、人力资源发展及治安。

A. 工商、经济及农业课题

5.1	 延长工资补贴计划，持续给予企

业实习津贴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延长工资

补贴计划，持续给予企

业实习津贴。

	 案由	 ：	疫情导致我国失业率飙

高，自2020年4月1日开

始落实的马来西亚工资

补贴计划，至今已有32
万名雇主从中受惠。

	 	 	 惟，我国失业率从2019
年的3.3%增至4.5%，这

也是自1993年以来，失

业率数据最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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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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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开发，并呼吁所有其

他地方当局在住宅开发

和混合开发项目中的住

宅部分采用容积率代替

密度。

	 案由	 ：	土地越来越稀缺，而高

密度和高层紧凑生活已

是一种趋势。采用容积

率代替密度，将允许不

同大小的混合住宅单位

满足可负担性和家庭规

模的市场需求。容积率

的使用将促进有关灵活

性。

	 	 	 这将与非住宅部分中

的容积率计算一致，尤

其是对于混合使用的开

发。

	 解决办法	：	致函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联邦直辖区部，雪

州州务大臣，吉隆坡市

长。

5.5	 采用半径为400米于TOD和半径

为800米于TAD

	 提案	 ：	本会呼吁所有地方当

局采用半径为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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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尤

其是在吉隆坡联邦直辖

区内，因此应当最大限

度地利用土地。TAD区

域内的地区应鼓励以更

高的容积率予以开发。

	 	 	 同时，TOD和TAD社区

的半径为400米和800米
是“可步行的”，并且

102021年常年报告书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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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协助商家

获益于中小型企业技能

开发计划及缩小职场的

技能差距。

	 案由	 ：	就马来西亚目前的技职

教育与培训和技能教

育水平而言，仍然缺乏

具备雇主技能要求的员

工。

	 	 	 由于科技不断进步，本

会建议政府可在无需改

造教育制度下，通过以

下两项措施推出为雇主

的培训计划，以便雇主

能为应届毕业生及新入

职员工提供在职培训：

   (i)	 员工薪资补贴能协

助 雇 主 以 较 低 成

本支出雇用应届毕

业生（聘请本地员

工，但支付最低工

资，由政府补贴薪

资差额）；

	 	 	 (ii)	 开展培训或教导雇

主如何能更有效的

培训刚入职的新员

工（大多数雇主的

内 部 培 训 成 效 不

高）。

	 解决办法	：	致函企业发展及合作社

部，人力资源部，技能

发展部门，教育部。

5.4	 在住宅开发和混合开发项目中的

住宅部分采用容积率

	 提案	 ：	本会欢迎2040年吉隆坡

大蓝图采用容积率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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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低成本，从而

更有效的确保产量

和质量。

	 	 	 (b 给 予 果 农 更 多 奖

掖和补助、降低税

收 ， 以 及 呼 吁 银

行提供低利息的贷

款，以吸引更多尤

其年轻人加入水果

种植业。

	 	 	 (c)	 减 少 依 赖 蔬 果 进

口，尤其控制进口

本地也有种植的蔬

果种类，避免打击

本地市场。另外，

大 力 推 广 本 地 水

果，由政府部门以

及各大机构、企业

开始，以本地水果

代替国外水果招待

贵宾，引导国人多

吃本地水果。

	 	 	 (d)	 推动下游工业的发

展以及提升蔬果保

存的技术，给予资

金补助和奖掖，加

强蔬果采收和下游

方面的技术研究与

开发。

	 	 	 (e)	 推动网上销售平台

计划，教育以及奖

掖农友通过网络销

售蔬果。另外，由

于蔬果不适合长期

存放，希望政府与

农民共同探讨以及

解 决 运 输 上 的 问

题。

	 解决办法	：	致函农业部。

11 2021年常年报告书

可以实现最佳的土地利

用。这是为了减少单位

成本中的土地成本。

	 解决办法	：	致函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联邦直辖区部，雪

州州务大臣，吉隆坡市

长。

5.6	 加强推动国内蔬果种植，并且增

加销售平台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加强推动

国内蔬果种植，以应付

国内需求，扩大出口市

场，减少依赖进口，并

且增加销售平台。

	 案由	 ：	我国果农一直面对耕者

无其地的困境。多数

果农由于土地昂贵以

及难以获得贷款，无法

自己购地种植。而部份

获得农业部或者其他政

府单位租借的农耕地大

多崎岖不平，土壤天然

矿物匮乏，且地理位置

偏远。因而限制机械化

种植，以及运输成本太

高，果实在运输过程容

易损伤，造成损失。

	 	 	 因此，本会提议政府：

	 	 	 (a)	 物色较为平坦以及

靠近主要道路的种

植地，租借给符合

资格的果农或者在

水果种植领域多年

并且经营有道的公

司 ， 甚 至 是 合 作

社，以一站式的方

式种植水果。这样

既能响应政府机械

化种植的计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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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马来西亚

内陆税收局。

5.9	 检讨公司及中小型企业所得税

率，并逐步降低税率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检讨公司

及 中 小 型 企 业 所 得 税

率，并逐步降低税率。

	 案由	 ：	在我国面临新冠肺炎疫

情的冲击下，政府应逐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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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将2021课
税年的中小型企业所得

税率从17%降低至15%。

	 	 	 目 前 ， 我 国 的 公 司 所

得税率为 2 4 % ，而中

小型企业首 6 0 万令吉

可 征 税 收 入 的 公 司 税

率为 1 7 % ，相比东南

亚 国 家 的 公 司 税 率 ，

如新加坡（ 1 7 % ）、	

汶 莱 （ 1 8 . 5 % ） 、	

泰国（ 2 0 % ）、越南

（20%）等国为高。

	 	 	 降低所得税率将可吸引

外来直接投资，提升国

内企业竞争力。再说，

政 府 已 征 收 石 油 暴 利

税，也可通过重新实施

较低税率的消费税带来

收入。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

5.10	提供税务减免优惠予企业以实施

转型

	 提案	 ：	本会鼓励中小型企业转

型，并呼吁政府提供税

122021年常年报告书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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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简化和加

快外劳申请手续，以及

开放更多外劳配额给农

民申请。

	 案由	 ：	尽管果农尝试聘请本地

工人，可是偏远和山区

位置导致本地工人不愿

意到果园工作，本地人

大多也不能忍受果园的

酷热和工作。因此，现

阶段还是需要依靠外

劳。我国农业一直面对

劳力短缺，加上现在受

到新冠疫情影响，禁止

外劳入境，很多果菜园

面对劳力不足以及缺乏

专业管理层的困境，严

重影响果菜园的产量和

质量。

	 解决办法	：	致函农业部，人力资源

部。	

B. 税务

5.8	 搁置任何加重税务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搁置任何

加重税务。

	 案由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越发

严重，以及我国于2021
年6月1日至28日实行的

全面行动管制令，国内

商家和民众担忧业务收

入与生活将受到再一次

的打击。在这火深水热

的时期，政府实应搁置

任何加重税务，以免商

家与民众陷入更深的财

务困境。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2
0

2
1
年

常
年

会
员

大
会

记
录

13 2021年常年报告书

务减免优惠予企业以实

施转型。

	 案由	 ：	为带动我国经济与工商

业的数码化与自动化转

型，并增加高增值与高

收入的产业，政府应延

长企业自动化税务优惠

至2022年12月31日及扩

大税务优惠的企业范围

至其他领域如服务业。

	 	 	 在现有的自动化税务优

惠，制造业公司购买自

动化设备可享有加速资

本补贴（A C A），分

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橡胶、塑料、木柴和

纺织产品）的首个400
万令吉合格资本支出

可享有100% ACA（自

2015课税年到2020课

税年）；其他行业首

个200万令吉合格资本

支出可享有100% ACA 
（自2015课税年到2020
课税年）。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马来西亚

投资发展局。

5.11	豁免或提供50%的折扣予2021年

所有营业准证、执照及门牌税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豁免或提

供50%的折扣予2021年
所有营业准证、执照及

门牌税。

	 案由	 ：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

实施的行动管制令已造

成马来西亚企业因业务

中断而面临亏损。2020
年马来西亚的零售额首

次出现22年来的收缩，

跌幅高达15.8%。为了

让企业在低销售和高营

业成本的环境中复苏并

生存，节省现金流是至

关重要的。

	 解决办法	：	致函联邦直辖区部，国

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

部，企业发展及合作社

部，雪州州务大臣，吉

隆坡市长。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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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上诉要求只有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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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为了有资格获得减免租

金之税务减免，其中条

件是提供马来西亚中小

型企业机构的中小企业

状态证书，以核实租户

的中小企业状态。然

而，许多纳税人基于未

能符合这项已不再适用

的要求而无法获得减免

租金之税务减免。

	 	 	 再说，史无前例的疫情

及其对企业和经济的长

期负面影响已对所有大

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需要租金减少的援

助。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2
0

2
1
年

常
年

会
员

大
会

记
录

142021年常年报告书

5.13	继续给予香枝免税优惠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继续给予

香枝免税优惠。

	 案由	 ：	香枝进口向来没有被征

税，惟自2 0 1 8年改为

实施销售及服务税后，

有部分进口商被征进口

税，这导致神料商感到

混淆不清。

	 	 	 在日常拜祭中，献香已

成为华人文化的一部

分，尤其是对于佛教徒

和道教徒而言。继续给

予香枝免税优惠将减轻

消费者的负担。

	 	 	 此外，本会希望政府能

够发布HS编码，以供香

枝进口用途。

	 解决办法	：	致函马来西亚皇家海关

局，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

C. 人力资源发展

5.14	推迟需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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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推迟需

缴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HRDF）扩展到额外

商业领域的措施，同时

暂停向所有雇主包括既

有缴纳人征收税捐，直

到经济复苏，并为培训

相关支出提供双重扣

税。

	 案由	 ：	基于行动管制令和新冠

肺炎疫情，大部分商

业领域都在挣扎求存。

大多数获准操作的公司

都以最少的员工进行运

作，不可能在不影响商

业经营的情况下派遣任

何员工接受培训。

	 	 	 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强制所有行业必须缴纳

1% HRDF的举措将加重	

企业负担，影响公司现

金流。目前似乎不是企

业重新培训员工的时

候。这是实现HRDF扩

展的最坏时机，因为它

将延迟商业复苏并使其

更难以生存。

	 	 	 豁免缴交HRDF应提供

予所有包括既有的缴纳

人，而不仅是新的领

域。HRDF拥有超过10 
亿令吉的资金，暂停缴

纳人头税应对HRDF的

影响不大。

	 	 	 此外，政府应消除设立

障碍，鼓励内部培训。

培训投资的回报未经证

明有效。反之，培训相

关支出的双重扣税应该

更加有效和令人鼓舞。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双

赢的。

	 解决办法	：	致函人力资源部，人力

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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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为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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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更多援助金

或津贴措施，以协助中

小型企业留住人才和员

工。

	 案由	 ：	许多中小型企业面对留

住经培训后的新入职毕

业生的难题，因这些人

才选择转往大企业或跨

国到新加坡就职。

	 	 	 因此，本会建议政府

推出及提供更多援助金

或津贴，以协助中小

型企业留住经培训后的

人才。例如减少本地培

训的职场新人才的个人

所得税或设定征税上限	

（特定年龄或薪资范

围）。这将能吸引经培

训后的人才留在中小型

企业就业发展。

	 	 	 除了双重扣税以外，

本会也建议政府制定条

文，为难以累积培训经

费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培

训补贴。

	 	 	 针对中小型企业的人力

资源发展基金培训计划

应提供更相宜的价格来

吸引本地毕业生（至少

到30岁），以帮助职场

新人就业发展。

	 	 	 这将使中小型企业能留

住人才较久，以利交接

工作或培训继任职员。

	 解决办法	：	致函企业发展及合作

社部，人力资源部，人

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

构。

5.16	加强推动STEM实用课程，并改

进数学成为本地教育系统的重中

之重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加强推动	

STEM（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实用

课程，并改进数学成为

本地教育系统的重中之

重，以提高技能水准，

增强就业竞争力。

	 案由	 ：	工业4 .0由物理网络、

物联网、知识、创新和

人才组成，这些因素将

使马来西亚成为发达国

家。

	 	 	 鉴于国家要达成先进国

目标，需要大量理科

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的基

石，政府可加强技术、

工艺、电脑等实用课

程，让学生在学期间能

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

强化专业知识，帮助他

们快速适应工业所需要

的新专业要求。然而，

根据调查显示，选修理

科的学生仅占30%。

	 	 	 许多行业的顶尖人才都

需要数学技能。这不只

是工程，也包括商业、

银行及金融。高强的数

学技能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世界，还

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

维。提高数学标准是提

高一个国家人才素质和

竞争优势的前提。

	 解决办法	：	致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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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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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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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雇用外国软件工程人才

将导致我国软件工程人

才失业是不对的说法。

我国拥有更多的软件工

程专才，将能吸引更多

的外国公司在马来西亚

投资其工程中心并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外国

专才可以为马来西亚带

来更多宝贵的经验和国

际工程实践，并有助于

培养本地人才。

	 	 	 较小的本地公司甚难在

当前的移民系统下建立

他们的工程人才库。新

的签证申请可能需要长

达8个月的时间，而软

件工程人才的更新可能

需时4个月。

	 解决办法	：	致函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内政部，经济策划

单位。

5.18	拨款资助全国独中及民办非盈利

大学和学院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拨款资助

全国独中及民办非盈利

大学和学院。

	 案由	 ：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

族国家，多源流教育

制度在独立以前就已存

在，并在独立后建基于

国家联邦宪法体制上，

以保障各族群享有维护

自身母语教育的权力。

因此，政府在教育经费

方面的拨款也应予以一

视同仁，确保各源流学

校都获得公平的拨款，

不分种族地去支持马来

西亚教育制度的健全发

展，以栽培国家未来

的栋梁，以教育大业为

重。

	 	 	 独中与民办非盈利大学

和学院在马来西亚办校

已久，为国家培育出无

数杰出优秀人才，却一

直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

制外，需依靠民间资助

才得以艰苦维持。前朝

政府破例分配拨款予所

有学校，包括独中与民

办大学院校，迈出尊

重多源流教育的重要一

步，对团结马来西亚这

个多元社会有很大的助

益。

	 	 	 教育乃兴国之本，政府

的公平拨款对每所学校

都同等重要。因此，本

会呼吁政府能够一视同

仁拨款给全国独中及民

办非盈利大学和学院。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教育部。

5.19	重新检视国中历史教科书内容，

对偏颇内容作出合宜修正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重新检视

国中历史教科书内容，

16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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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偏颇内容作出合宜修

正。

	 案由	 ：	最新推出的国中历史教

科书因内容不够全面及

欠缺客观而备受争议，

尤其是多元种族参与国

家建设的事实被淡化，

包括吉隆坡建埠功臣叶

亚来以及其他华裔在拓

荒历史的贡献着墨不

多，无法真正反映我国

多元文化的国情，这将

导致学生不能以多元视

角来认识我国历史，有

阻促进国民身分的认同

和归属感，无益于国民

团结。

	 	 	 本会乃由华社先贤如陆

佑、陈秀连、陆秋杰

等人于1 9 0 4年创立，

实际参与了整个吉隆坡

的发展，并见证了国家

经历英殖民统治、两次

世界大战、马来亚独立

和马来西亚成立的整个

过程。从本会的立场出

发，历史是不容许被忽

视的，历史课本应理性

及全面性地去还原历史

的原貌，不应仅以片面

化的角度去诠释历史，

而抹煞了历史人物原有

的功绩。

	 	 	 本会呼吁政府成立一个

独立的跨种族审查委员

会，重新审视现有的历

史教科书内容，尽速对

偏颇内容作出合宜的修

正。

	 解决办法	：	致函教育部。

5.20	提供税务优惠和回扣给参与PLIP

的公司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提供税务

优惠和回扣给参与团结

实习生计划（PLIP）的

公司。

	 案由	 ：	P L I P旨于加强各族学

生、员工及私人领域的

团结，以及对跨文化和

跨职业的谅解，同时协

助各族学生在私人领域

进行职业培训，提升他

们的工作能力、技能和

自信。其对于加强国家

未来后代的各族联系非

常重要。税务优惠和回

扣措施将可吸引更多商

家共同参与这项意义重

大的计划。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国家团结

部。

D. 社会福利课题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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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增加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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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	 ：	与2020年3月成立的国

家团结部和2021年2月
1 5日推介的国民团结

大蓝图一致，国民团结

被视为政府政策的主要

目标。无论如何，资金

和税务措施极为重要，

17 2021年常年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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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马来西亚在面对

全球危机之时，继续保

持种族和谐，同时协助

促进国家在各领域的发

展。

	 解决办法	：	致函财政部，国家团结

部。

5.22	有效补助福利慈善团体，增加拨

款供推动公益慈善事业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有效补助

福利慈善团体，增加

拨款供推动公益慈善事

业。

	 案由	 ：	随着我国经济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牵连，社

会人士及私人企业对

慈善机构的捐助也相应

减少。在此窘境下，常

年依赖外界资助运作经

费的老人院、孤儿院、

残障协会等福利慈善团

体陷入财务困境，并迫

切需要政府有效拨款补

助，以确保福利慈善团

体可以健康持续、系统

性的运作和发展，俾能

照顾与援助社会的弱势

群体的需要及基本生活

素质。

	 	 	 增加预算案拨款有助鼓

励更多个人及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主动并积极

参与，以及携手推动和

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

业，众志成城，为社会

带来温情、为弱势群体

送暖献爱心，促进“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

协助倡导慈善意识，孕

育互助互爱、助人为乐

等传统美德，进而为我

们国家民族团结与和谐

稳定作出贡献。

	 解决办法	：	致函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财政部。

5.23	提升人民对于网络安全的醒觉运

动，遏阻网络罪案

	 提案	 ：	本会呼吁政府提升人民

对于网络安全的醒觉运

动，遏阻网络罪案。

	 案由	 ：	互联网的种种便利，给

社会的进步注入巨大的

活力，同时也为我们国

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

的动力。然而，网络诈

骗、网络攻击、网络谣

言等有害信息屡禁不

止。更甚的是，层出不

穷的网络罪案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还是接二连

三的发生。网络威胁有

损人民福祉、影响国家

经济，以及危害国家的

安全。

	 	 	 本会呼吁政府推行网络

安全醒觉计划（Cyber 
SAFE）的措施，以有

助提高全民的网络安全

醒觉意识，建立共同维

护网络安全的观念。

	 解决办法	：	致函通讯及多媒体部，

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

国家银行，马来西亚证

券监督委员会，警察网

络调查应对中心。

	 	 	 上述23项提案由锺秉宏

提议、傅桂洋附议，获

大会一致通过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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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举委员会主席报告

	选委会主席张裕民律师简报如下：

根据今天的会议议程，原本在会员

大会后将进行董事选举。

但是，在2021年6月8日中午12点提

名截止后，选举委员会接纳45张合格提名

表格，共有10位商团会员被提名竞选商团

董事，35名公司/个人会员被提名竞选公

司/个人董事。因此，选委会决议会员大

会当天不需投票选举。选委会也决议45位
被提名者皆获选为本会2021-2024年度董

事。同时，选委会也于2021年6月9日发

出有关新闻稿。

恭贺所有获选的新届董事会成员，

希望凭着大家的团结力量，继续将商会推

向另一高峰。

7.	 其他事项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提出动议，特

别进行感谢及送别会长环节。其代表致词

如下：

今天，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9年任

期届满。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在任期间，带

领着我们一众董事，除了延续本会的服务

精神，也致力于改革创新，进行了许多年

轻化和电子化的改变，让隆雪中总紧跟时

代的脚步。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也重视种族和谐

和国民团结，我们在这方面付出努力且取

得不错的成果。

即使在疫情之下，他也从不松懈，

期间集聚了隆雪中总、中总和全国总商会

的力量，提呈了多项利商惠民的建议，协

助国内的经济恢复，同时，也号召筹资捐

赠医疗物品，齐心抗疫。丹斯里拿督戴良

业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社稷，为大家争取福

利权益。

所以，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丹斯里拿

督戴良业这些年来的付出与贡献，引领大

家向美好迈进。最后，祝福丹斯里身体健

康，未来一帆风顺！

随后，参会董事与会员们在线献唱

《掌声响起》，欢送会长丹斯里戴良业。

丹斯里戴良业最后再次向会员与董

事致谢。他表示，在他创业三十年来，其

中二十多年是与隆雪中总一起渡过的，因

此“商会有很多他的DNA，而他的DNA
也有很多来自于商会”。他认为这些年来

在隆雪中总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一班非

常真诚的朋友，而且商会资源丰富，人才

济济。他觉得最大的财富就是大家的价值

观和方向正确，带着一颗非常诚恳的心

去为商会服务，没有个人利益。最后他直

言：“我不能说我会很怀念你们，因为

我会继续跟你们在一起，继续关心隆雪中

总，因为它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散会时间：下午12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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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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线上
方式顺利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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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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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督陈镇明

  潘斯里陈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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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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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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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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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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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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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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长工资补贴计划，持续

给予企业实习津贴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

首相署，财政部和人力资

源部，吁请政府延长工资

补贴计划，持续给予企业

实习津贴。

	 	 	 根据2022年财政预算案，

政府将继续特别为收入下

降至少30%的旅游业者实施

工资补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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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

财政部，马来西亚数码经

济机构和经济策划单位，

吁请政府继续提供中小企

业数码化奖掖，并改善其

政策和申请流程。

	 	 	 根据2022年财政预算案，

政府将加强中小企业数码

化补助计划。2022年，此

计划的总资金已增加到2亿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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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人

力资源部，技能发展部门

和教育部，吁请政府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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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5日，企业发

展及合作社部部长办公室

回函表示，本会的函件已

得到其办公室的垂注，并

已提交给该部门的秘书长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

	 	 	 本会也受邀于2021年10月
25日与技能发展部门就此

提案进行讨论。

(4)	 在住宅开发和混合开发项

目中的住宅部分采用容积

率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联邦

直辖区部，雪州州务大臣

和吉隆坡市长，欢迎2040
年吉隆坡大蓝图采用容积

率于住宅开发，并吁请所

有其他地方当局在住宅开

发和混合开发项目中的住

宅部分采用容积率代替密

度。

	 	 	 2021年11月10日，联邦直

辖区部部长办公室转递本

会函件供吉隆坡市长进一

步关注和考虑，惟须遵守

条款和程序规定。

(5)	 采用半径为400米于TOD和

半径为800米于TAD

	 进展	：	本会于 2 0 2 1年 8月 2日致

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联

邦直辖区部，雪州州务大

臣和吉隆坡市长，吁请所

有地方当局采用半径为

4 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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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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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市 政 局 回 函 表 示 ， 将

在 起 草 2 0 4 0 年 吉 隆 坡

大 蓝 图 （ P T K L 2 0 4 0 ）	

时 研 究 本 会 的 提 案 。 然

而，PTKL2040草案要经过

PTKL2040的整体报告过程，

需在最终确定之前经过一个

预计在2022年第一季度进行

的公开反驳过程。

	 	 	 2021年11月10日，联邦直辖

区部部长办公室转递本会函

件供吉隆坡市长进一步关注

和考虑，惟须遵守条款和程

序规定。

(6)	 加强推动国内蔬果种植，并

且增加销售平台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农业部，吁请政府加强推动

国内蔬果种植，以应付国内

需求，扩大出口市场，减少

依赖进口，并且增加销售平

台。

	 	 	 根据2022年财政预算案，农

业和渔业补贴和激励措施将

继续获得拨款17亿令吉，其

中15亿令吉将用于种子、肥

料、价格和稻谷生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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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农业部和人力资源部，吁请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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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沙拉

瓦南于2022年1月15日表示，

政府已于2021年9月特别批准

通过特别豁免引进3万2千名

外劳，以缓解种植业劳动力

短缺的问题。

(8)	 搁置任何加重税务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财政部和马来西亚内陆税收

局，吁请政府搁置任何加重

税务。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9)	 检讨公司及中小型企业所得

税率，并逐步降低税率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财

政部，吁请政府检讨公司及

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率，并逐

步降低税率。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10)	 提供税务减免优惠予企业以

实施转型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财政部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吁请政府提供税务减免

优惠予企业以实施转型。

	 	 	 2021年10月20日，马来西亚

投资发展局回函表示，它正

在加紧推广其自动化资本津

贴激励措施，以鼓励制造领

域尤其是劳动密集行业快速

采用自动化技术，以及提高

领域内的生产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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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所有营业准证、执照

及门牌税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联邦直辖区部，国内贸易及

消费人事务部，企业发展及

合作社部，雪州州务大臣和

吉隆坡市长，吁请政府豁免

或提供50%的折扣予2021年
所有营业准证、执照及门牌

税。

	 	 	 2021年10月25日，企业发展

及合作社部部长办公室回函

表示，本会的函件已得到其

办公室的垂注，并已提交给

该部门的秘书长以采取进一

步行动。

	 	 	 2021年11月10日，联邦直辖

区部部长办公室转递本会函

件供吉隆坡市长进一步关注

和考虑，惟须遵守条款和程

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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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财

政部，上诉要求只有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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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13)	 继续给予香枝免税优惠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马

来西亚皇家海关局和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吁请政府继续

给予香枝免税优惠。

	 	 	 2021年9月20日，马来西亚皇

家海关局回函表示，香枝被

归类为关税代码3307.41.90 00
、进口关税0%及销售税0%。

(14)	 推迟需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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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人

力资源部和人力资源发展有

限公司，吁请政府推迟需缴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
扩展到额外商业领域的措

施，同时暂停向所有雇主包

括既有缴纳人征收税捐，直

到经济复苏，并为培训相关

支出提供双重扣税。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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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人力

资源部，人力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和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

机构，吁请政府为中小型企

业提供更多援助金或津贴措

施，以协助中小型企业留住

2021年常年报告书 24



20
21
年

常
年

会
员

大
会

提
案

进
展

报
告

人才和员工。

	 	 	 2021年10月25日，企业发展

及合作社部部长办公室回函

表示，本会的函件已得到其

办公室的垂注，并已提交给

该部门的秘书长以采取进一

步行动。

(16)	 加强推动STEM实用课程，	

并改进数学成为本地教育系

统的重中之重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教育部，吁请政府加强推动	

STEM（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教育）实用课程，并

改进数学成为本地教育系统

的重中之重，以提高技能水

准，增强就业竞争力。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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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 0 2 1年8月2日致函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内政部

和经济策划单位，吁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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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1日，内政部回函

表示，通过ESD Online提交

的雇用外籍人士的申请将在	

5个工作日内处理，但须提交

完整的文件，并根据当前的

条款和条件以及政策。

(18)	 拨款资助全国独中及民办非

盈利大学和学院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财

政部和教育部，吁请政府拨

款资助全国独中及民办非盈

利大学和学院。

	 	 	 根据2022年财政预算案，在

2022年，总计1.2亿令吉的

资助将提供予1千800所全国

华文学校和全国淡米尔文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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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教

育部，吁请政府重新检视国

中历史教科书内容，对偏颇

内容作出合宜修正。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20)	 提供税务优惠和回扣给参与

PLIP的公司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财

政部和国家团结部，吁请政

府提供税务优惠和回扣给参

与团结实习生计划（PLIP）
的公司。

	 	 	 本会也提呈此提案予中总第

75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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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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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和国家团结部，吁请政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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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8日，首相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呼吁各界

人士，包括政府机构、私营

领域和非政府组织的各方合

作，作为2021至2030年国家

团结行动计划的领导和执行

机构。

(22)	 有效补助福利慈善团体，增

加拨款供推动公益慈善事业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和财

政部，吁请政府有效补助福

利慈善团体，增加拨款供推

动公益慈善事业。

	 	 	 根据2022年财政预算案，总

共24亿令吉将提供予福利援

助分配，以惠及超过44万户

有需要的家庭。

(23)	 提升人民对于网络安全的醒

觉运动，遏阻网络罪案

	 进展	：	本会于2021年8月2日致函通

讯及多媒体部，国家网络安

全委员会，国家银行，马来

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和警察

网络调查应对中心，吁请政

府提升人民对于网络安全的

醒觉运动，遏阻网络罪案。

	 	 	 配合警方在2021年11月初旬

推介的防范网络罪案醒觉

运动，本会在2021年11月30
日举办“如何避开诈骗套

路？”线上讲座，协助宣导

增强大众对诈骗手法的认

知，提高社会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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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670名普通会员；2,160名永久会员，

其中包括70名商团会员、1,850名公司会

员、142名个人会员，以及98名附属会

员。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会共有会

员2,835名，计有商团会员82名、公司会

员2,398名、个人会员201名、附属会员

154名。在2,835名会员中，有5名杰出会

类别
1.1.2021

年初

2021年内

入会
合计

2021年 

退会

31.12.2021年终在籍会员
合计

普通 永久 杰出

商团会员 81 1 82 0 12 70 - 82

商号会员 2,363 68 2,431 33 545 1,850 3 2,398

个人会员 207 6 213 12 58 142 1 201

附属会员 153 8 161 7 55 98 1 154

小计 2,804 83 2,887 52 670 2,160 5 2,835

本会于2010年1月16日修改章程，增

设“杰出会员”，此类会员是受董事会邀

请。经本会2017年常年会员大会通过章程

修订并获社团注册官批准下，年捐分为6
类，即（A）马币二十万元；（B）马币

十万元；（C）马币五万元；（D）马币

二万元；（E）马币一万元及（F）马币

五千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会共

有5名杰出会员，分别如下：

序 公司名称 代   表

1. 征阳集团  Sunsuria Berhad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杰 出 会 员 - 类 别 C

序 公司名称 / 个人 代   表

1. Parkson Holdings Berhad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2. Tomei Signature Sdn. Bhd. 拿督吴逸平

3.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M) Bhd. 张敏先生

杰 出 会 员 - 类 别 D

27

序 公司名称 / 个人 代   表

1. 蔡文洲律师

杰 出 会 员 - 类 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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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中总会员分析
 

隆雪中总共2,835位会员（82位商团会员除外），以制造

业、贸易及进出口行业、批发及零售业、服务业、建筑，物

业及建材相关或其他行业作为分类。

序 业务范围 比率 (%) 会员人数

1.     制造业 14.89% 422

2.     贸易及进出口行业 24.97% 708

3.     批发及零售业 11.71% 332

4.     服务业* 29.98% 850

5.     建筑，物业及建材相关 12.59% 357

6.     其他行业 18.55% 526

*包括法律，会计，科技，金融，投资，物流，旅游，广告等

备注：会员业务范围可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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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商讯以月刊方式，每个月出版

一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会商讯

已出版至第402期。与此同时，本会也于

2021年11月24日进行隆雪中总电子《商

讯》第401期革新号推介礼。

隆雪中总《商讯》革新号的内容共

有4个主要类别：商会信息、行业发展、

利商信息、焦点话题，并设有9个栏目，

即商言良语、商会聚焦、商会动态、行业

聚焦、市场聚焦、中央看点、雪州看点、

经济看点及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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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关系及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下，本会各工作组需以线上或实体形式

召开会议。 由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会所召开之各项会议如下：

1. 常年会员大会 1 次（线上）

2. 董事会议 7 次（混合：2次；线上：5次）

3. 董事复选会议 1 次（线上） 

4. 总务组会议 10 次（混合：2次； 线上：8次）

5. 财务策划组会议 2 次（线上）

6. 国际贸易及工业组会议 3 次（线上）

7. 商业组会议 3 次（线上）

8. 法律组会议 2 次（实体：1次；线上：1次）

9. 人力资源发展组会议 2 次（线上）

10. 环境、社会及管制组会议 2 次（线上）

11. 建筑、地产及基建组会议 2 次（实体：1次； 混合：1次）

12.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会议 1 次（线上）

13. 旅游业组会议 2 次（实体：1次；线上：1次）

14. 农业及原产业组会议 3 次（线上）

15. 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会议 2 次（线上）

16. 中小型企业组会议 3 次（线上）

17. 数字经济组会议 4 次（线上）

18. 女企业家组会议 1 次（线上）

19. 马中经贸委员会会议 3 次（线上）

20. 国民团结组会议 4 次（线上）

21. 文教组会议 4 次（线上）

22. 福利组 / 慈善公益组会议 5 次（线上）

23. 青商团会议 5 次（实体：2次； 混合：1次； 线上：2次）

24. 品牌策略及广招会员小组 2 次（线上）

25.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 1 次（线上）

26. 选举委员会会议 6 次（线上）

27. 提案小组会议 1 次（线上）

28.  118周年会庆晚宴小组会议 1 次（线上）

29.  商讯编委会会议 1 次（线上）

30. 《企业达人2.0 - 智慧传承》筹委会会议 3 次（实体：1次；线上：2次）

31. 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 1 次（线上）

32. 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会议 2 次（线上）

33. 第16届马华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会议 1 次（线上）

34. 2021~2022年度大厦管理委员会常年会员大会 1 次（线上）

35. 2021~2022年度大厦管理委员会会议 7 次（线上）

36. ISO 9001 : 2015管理审查会议 1 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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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75届常年会

员代表大会于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

上午10时采取线上Zoom Webinar的方式进

行。大会一致通过39项提案，其中16项提

案是由本会单独或联合其他各州友会提出

如下：

A.	 国家社会经济课题

4.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补助福利慈善

团体，增加拨款供推动公益

慈善事业。

		 案由	：	面对疫情，社会人士及私人

企业对慈善机构的捐助相应

减少。常年依赖外界资助运

作经费的老人院、孤儿院、

残障协会等福利慈善团体因

此陷入财务困境，并迫切需

要政府拨款补助，以确保持

续运作和发展，俾能照顾与

援助弱势群体。这也有助鼓

励更多个人及企业主动参与	

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弘扬慈

善为怀的互助精神，促进国

家民族团结与和谐稳定。

7.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供

推动国民团结活动，并鼓

励上市公司将团结计划纳

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同时，政府也应

提供税务优惠和回扣给参与

团结实习生计划（PLIP）的

公司。

		 案由	：	与2020年3月成立的国家团

结部和2021年2月15日推介

的国民团结大蓝图一致，国

民团结被视为政府政策的主

要目标。无论如何，资金和

税务措施极为重要，以确保

马来西亚在面对全球危机之

时，继续保持种族和谐，同

时协助促进国家在各领域的

发展。

B.	 工商业、农业发展课题

10.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继续提供数字

经济及工业革命4.0奖掖，通

过多管道加强宣传与推广所

推出的奖掖，并放宽审核申

请程序，鼓励更多中小型企

业转型。

		 案由	：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我国人民

与企业使用电子商务，这样

的消费新趋势将成为常态。

本地中小企业应把握机遇，

善用政府机构的各种奖掖配

套和优惠政策，配合政府启

动的数字经济大蓝图，进军

跨境电商、接轨全球市场，

为马来西亚优质的本地产品

开拓更多国际销路。

11.	 提案	：	大会呼吁所有地方当局在住

宅开发和混合开发项目中的

住宅部分采用容积率代替密

度。

		 案由	：	土地越来越稀缺，而高密度

和高层紧凑生活已是一种趋

势。采用容积率代替密度，

将允许不同大小的混合住宅

单位满足可负担性和家庭规

模的市场需求。容积率的使	

用将促进有关灵活性。这将

与非住宅部分中的容积率计

算一致，尤其是对于混合使

用的开发。

12.	 提案	：大会呼吁所有地方当局采用

半径为400米于公共交通导

向发展（TO D）和半径为

800米于公共交通毗邻发展

（TAD）。

		 案由：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

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内，因

此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土



呈
提

案
予

马
来

西
亚

中
华

总
商

会
地。TAD区域内的地区应鼓励

以更高的容积率予以开发。同

时，TOD和TAD社区的半径

为400米和800米是“可步行	

的”，并且可以实现最佳的土

地利用。这是为了减少单位成

本中的土地成本。

14.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大力推动国内的

农耕业发展：

		 	 	 （一）	呼吁政府加强推动国内

蔬果种植，以应付国内

需求，扩大出口市场，

减少依赖进口，并增加

销售平台。

		 	 	 （二）	呼吁农业部积极宣传及

推动现代农业耕种，并

提供资讯及援助金给予

商家。

		 	 	 （三）	呼吁政府开放更多的

荒地耕种计划给人民

申请，鼓励人民发展荒

地，提高荒地的使用率

和农粮产品生产率。

		 	 	 （四）	呼吁州政府以优惠价租

赁种植地予农民，以提

高水果蔬菜等农业产量

及农民的收入。

C.	 税务

15.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搁置任何增加人

民负担的税务，并降低公司税

及个人所得税。

	 	 （一）	检讨企业所得税率：(a) 
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021	
课税年的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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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马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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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提案	：大会呼吁政府豁免2021年所有

营业准证、执照、门牌税及土

地税，若已缴付的商家，可用

于抵消来年的费用，以减轻业

者的财务负担。

20.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扩大企业自动化

税务优惠的企业范围至其他领

域，如服务业。

		 案由	：	在现有的自动化税务优惠，制

造业公司购买自动化设备可享

有加速资本补贴（ACA），

分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橡

胶、塑料、木柴和纺织产品）	

的首个4 0 0万令吉合格资本

支出，可享有200%的减免优

惠；其他行业首个200万令吉

合格资本支出，可享有200%	

的减免优惠。为带动我国经济

与工商业的数码化与自动化转

型，并增加高增值与高收入的

产业，政府应扩大企业自动化

税务优惠的企业范围至其他领

域如服务业。

21.	 提案	：	大会上诉要求只有中小企业有

资格获得减免租金的税务减

免，应追溯至2020年4月，并

给予税务减免。

		 案由	：	为了有资格获得减免租金之税

务减免，其中条件是提供马来

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的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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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以核实租户的中小企

业的状态。然而，许多纳税人

基于未能符合这项已不再适用

的要求而无法获得减免租金之

税务减免。

		 	 	 再说，疫情已对所有大小企业

产生负面影响，业者需要租金

减少的援助。

24.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继续给予香枝免

税，并发布HS编码，以供香

枝进口用途。

		 案由	：	香枝进口向来没有被征税，惟

自2018年改为实施销售及服务

税后，有部分进口商被征进口

税，这导致神料商混淆不清。

在日常拜祭中，献香已成为华

人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

佛教徒和道教徒而言，应继续

给予香枝免税。

D.	 人力资源发展

26.		 提案	：	大会吁请政府放宽雇佣外劳条

例，检讨及制定全面性的长期

外劳政策。

		 	 	 （一）	简化和加快外劳申请手

续。

		 	 	 （二）	开放给特定领域申请外

劳，让需要外劳的领域

申请，以解决劳工短缺

的问题以及提高国家出

口竞争力。

		 	 	 （三）	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在处

理非法外劳的课题上，

能有更好的协调。

		 	 	 （四）	延长施行外劳漂白计

划，让非法外劳可以成

为合法劳工，以解决各

工商领域所面对之严重

劳工短缺问题。

		 	 	 （五）	设立一站式服务柜台，

以方便处理外劳申请工

作。

30.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暂缓人力资源发

展基金（HRDF）扩展到额外

商业领域的措施，并豁免注册

雇主缴付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人

头税。

		 案由	：	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强制所

有行业必须缴纳1% HRDF的
举措将加重企业负担，影响公

司现金流。疫情肆虐，目前不

是企业重新培训员工的时候。

豁免缴交HRDF应提供予所有

包括现有的缴纳人，而不仅是

新的领域。HRDF拥有超过10 
亿令吉的资金，暂停缴纳人头

税应对HRDF的影响不大。

31.		 提案	：	大 会 呼 吁 政 府 加 强 推 动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教育）实用课程，并让数

学成为本地教育系统的重中

之重，以提高技能水准，增强

就业竞争力。同时，政府也应

鼓励更多学生选修工程技术课

程，为工业4.0发展需求培养

本地人才。

32.		 提案	：	教育乃兴国之本，大会呼吁政

府一视同仁拨款资助全国独中

及民办非盈利大学和学院，不

分种族地去支持马来西亚教育

制度的健全发展，栽培国家未

来的栋梁。

E.	 交通物流、通讯、旅游

36.		 提案	：	大会呼吁政府推行网络安全

醒觉计划（Cyber Safe）的措

施，以助提高全民的网络安全

醒觉意识，建立共同维护网络

安全的观念，遏阻网络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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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莅访贵宾 / 代表团 接待

09/03/2021 与肯尼亚驻马最高专员署和肯尼亚工

商联线上交流

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及董事

13/08/2021 与西澳中华总商会线上交流会 会长拿督吴逸平、董事及工作组

成员

13/08/2021 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线上拜

会本会

会长拿督吴逸平、董事及工作组

成员

本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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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

欢迎新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欧阳玉靖履新

本会欢迎新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

阳玉靖履新，并期许马中两国继续共同推

动强化双边政经文教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实现更多互惠共赢的成果。

马中两国的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已经

连续11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今年，全球各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

来的冲击，但马中经贸往来仍然在这严峻

的考验下保持增长。中国抗疫成效卓著，

经济稳定恢复，有望成为世界重要增长引

擎，希望借助中国这股正向表现，鼓舞并

推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重回正轨。

本会一向关注也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与中国驻马大使馆素有密切联系。欧

阳玉靖大使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他的

领导之下，定能开展不同面向的合作，续

写马中两国努力的佳绩。

对于马来西亚，不管是在对抗新冠肺

炎疫情，或是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扮

演着重要角色，相信在新任大使和大使馆

的协助下，马来西亚能逆势而上，渡过难

关。本会展望与新任大使携手合作，并且

有信心双边关系未来能更上一层楼。

2021年3月22日

留芳千古: 追悼丹斯里拿督吴德芳

本会对本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拿督吴德

芳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与惋惜。

丹斯里拿督吴德芳于1977年加入本

会成为董事，曾经担任文教组主任，并于

1991年至1997年担任副会长一职，1997年
至2009年期间担任顾问，从2012年开始受

委为本会名誉会长。而其次子拿督吴逸平

现为本会第一副总秘书，父子俩皆积极热

心参与本会活动。

在丹斯里吴德芳担任本会董事、

文教组主任和副会长期间，他致力于推

动商会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大力发扬

华人文化，从1980年代即开始参与发

起一系列文化运动，包括改革华文应用

文，出版《华文应用文改革纲要及示

例》；积极推动多讲华语运动；资助中

学华语演讲及辩论比赛、全国大专华语

辩论比赛、大专文学奖、出版《大专

青年系列》刊物等。1989年，在丹斯

里吴德芳的引领下，本会与其他文教团

体发起联办第一届马华文学节，并由他

出任第一届马华文学节工委会主席；而

商会配合文学节同时设立第一届马华文

学奖，至今已连续举办十五届马华文学

奖，在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影响

深远。

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成功企业

家，丹斯里吴德芳曾担任马来西亚金钻

珠宝商公会联合总会会长、华总第二任

会长，并于2013年获得首届星洲企业楷

模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丹斯里吴德芳

一生秉持“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

念，不但成立吴德芳基金，颁发清寒学

生福利金，倡办“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

奖”、“热心华教奖”；亦筹办马来西

亚华人博物馆等，为华社贡献良多。由

以上种种事迹可见，丹斯里吴德芳被誉

为“一代儒商”，可谓实至名归。

对于丹斯里吴德芳的离世，本会

全体同仁深感悲痛，并对其一生为本会

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

2021年6月15日

欢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刘东源领事参赞及欢迎新任 

领事公参马翠宏抵马履新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刘东源领

事参赞任职期满回国，本会向刘参赞送

上欢送祝福也感谢刘参赞这些年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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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同时，欢迎新任领事公参马翠宏抵马履

新。

本会向来关注也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

系，与中国驻马大使馆素有密切联系和合

作，自2017年刘东源参赞上任以来，双方有

着多方面的接触和交流。刘参赞平易近人也

热心助马中两国的往来架起联系的桥梁，尤

其是在签证事务上，经常提供快速且有效的

协助与服务，让大家的配合事半功倍。本会

深表感激也祝愿刘参赞前程一帆风顺。

此外，本会对于即将就任的马翠宏领事

公参表示欢迎。马公参此前任驻宋卡总领馆

副总领事的要职，相信凭借其经验，必定能

在工作上游刃有馀，本会期望未来能与马公

参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续写马中两国互惠

共赢的佳绩，让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马中两国的往来向来频繁，尽管过去

的一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马中两

地的旅游有所放缓，但在这般严峻的的情

况下，大家依然不吝于施给援手，互相扶持

携手抗疫。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很快

能渡过难关，马中的合作交流能恢复先前盛

况，双边的关系能更胜以往。

2021年7月13日

吁请雪州州务大臣解除全面封锁  

应采取针对性封锁特定建筑之措施

本 会 深 切 关 注 加 强 行 动 管 制 令

（EMCO）的实行已对雪州子民的生活和生

计带来严重的影响。

根据来自不同企业规模的本会会员商家

反馈，商家们如今已陷入财务危机之中，濒

临破产与倒闭的地步。

(a)	 微型、中小型企业以及零工经济工作者

历经逾17个月不同形式的封锁政策，首

当其冲深受冲击。

(b)	 本会的商业状况调查报告以及本会商团

会员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MRCA）

的问卷调查皆显示营商景况极度不明

朗。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在6月份

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7%的零

售商还有4.5个月的现金流；而今他

们的现金流却只能维持3个月左右而

已。

除了国内各商会和商团发出呼吁，外

国商会如德国、荷兰与日本商会也表达了

他们的忧虑，并警示他们的跨国企业可能

将撤离我国。

本会深为关注，倘若雪州政府在7月
16日之后继续延长第一阶段与加强行动

管制令，将进一步加剧损害我国经济，因

为大部分企业在长期封锁中难以支撑与存

活。

本会建议拯救经济与商业的方法与措

施：

本会相信可采取更妥善、更有效及损

害性较小的措施，让雪州政府与企业一同

携手振兴本州的经济。

1.	 吉隆坡的针对性封锁措施

	 s	 在加强行动管制令实施之时，吉隆

坡只对有受疫情影响的特定区域

进行封锁，而雪州却依据受影响的

县进行全面封锁，几乎覆盖整个州

属。

	 s	 吉隆坡的针对性封锁措施，可以更

有效地控制感染率，并让人民的生

活和企业很快可以恢复。

	 s	 因此，本会恳求YB州务大臣尽快解

除全县封锁，反之采取针对性措施

以辨认和在受影响的特定区域实施

加强管制令。

2.	 有效地扩大筛检为关键策略

	 s	 大规模筛检是应对新冠疫情的必要

性策略。相较其他没有进行大规模

筛检的州属，雪兰莪因大规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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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出现病例上升趋势，这是无可

避免的。

	 s	 然而，政府不应该单凭确诊数来作考

量和实施严厉的封锁措施，而是必须

将其他影响因素纳入考虑才能更准确

地反映各州的疫情发展，获得相对公

平的比较。而吉隆坡的针对性封锁特

定建筑的措施反而更见成效，并对企

业带来较少伤害性。这确实是一个双

赢的方法。

3.	 制造业和零售业仅占确诊案例的9.7%和

0.8%

	 s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69%的病例是源

自社区的散发个案。

	 s	 主要经济活动，例如制造业和零售

业，包括购物中心和独立商店，在实

施加强行管令前的5月份，其确诊病

例分别仅占总数中的9.7%和0.8%。

	 s	 由于制造业、零售业和购物中心都严

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所以感染率是

很低的。因此，全面封锁是一种不公

平的做法，因为这种方式对于那些努

力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运作业者而言

是惩罚。		

	 s	 因此，立即解除全面封锁以帮助在过

去17个月遭受损失后的企业商家免于

陷入更深的财务困境是合理的。更长

时间的封锁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商家的

生存机会。	

4.	 必要领域与非必要领域的区分谬误	

	 s	 由于企业和产品在供应链里都需要互

相依赖，是环环相扣的，因此将经济

活动区分为必要领域和非必要领域是

一种谬误。事实上，产品和服务若被

有所需求则该产品和服务是必须的。	

因此，所有经济活动都应被视为必须

的，应该获允运作，但前提是这些活

动需严格遵守标准操作程序、保持社

交距离、配戴口罩和进行体温检测。

	 s	 本会建议采用禁止名单以简化审批流

程。因为事实证明，准许名单并不是

一种有效的方法，因其不可能完整地

涵盖所有涉及的活动。所有会因为其

操作过程而无法遵守基本标准作业程

序，即保持社交距离、配戴口罩和体

温检测的活动都将被列入禁止名单。

5.	 		重新制定管理疫情的策略

	 s	 由于有69%的病例是散发性的，且在

社区中传播意味着新冠病毒属于地方

性的。因此，政府需要重新考虑控制

病毒传播的策略，转向以地方性流行

的角度管理疫情。

	 s	 还有，大多数的感染皆是无症状的，

因此难以追踪、控制和打破感染链。	

此外，检测为阴性的人也有可能在第

二天变为阳性。

6.	 接种疫苗是最终解决方案

	 s	 加快群众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才

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雪州必须立即调

动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加速疫苗

接种计划。

	 s	 随着1800万剂疫苗将于7月交付，本

会敦促雪州政府坚决要求与州人口

成正比的平均疫苗分配。这一要求

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雪兰莪是国家的

经济和制造业的主要州属，在2020
年就贡献了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24.3%。

	 s	 因此，雪州人民必须尽快接种疫苗，

以便州内的经济和商业活动能够恢

复正常，尽量减少对国家国内生产总

值的损害。全面恢复经济和商业活动

有助于缓解人民的财务困境，减少失

业，提高收入。

本会恳请在当前疫情严峻的情况下能

尽快与州务大臣举行紧急会议，以进一步

表达和阐明所提出的上述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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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BM邀请本会继续成为 

Jom Transform 计划支持单位

UOBM于2021年4月邀请本会继续

成为大华银行所筹办的The FinLab Jom 
Transform计划支持单位。本组经讨论后

一致接纳本会继续成为Jom Transform计

划支持单位，并允许对方在其宣传平台上

纳入本会会徽。

本会与电商平台 Shopee 配合

为了纾缓中小型企业因新冠肺炎疫

情所带来的冲击，本会经数次向电商平

台Shopee了解商议并达成共识讨论后建议

以B2C的形式，商家可透过电商平台开拓

销路。本会主要是希望通过以上平台，

协助会员了解如何加入电子商务发展业

务。Shopee将向本会发出邀请，本会则将

相关讯息广发予会员，让有意新入驻其电

商平台的会员免费参加系列的线上讲座/

课程，了解如何加入电子商务发展业务。

本会已和Shopee于2021年5月签订合

作建议书。接下来，Shopee将提供相关该

平台的线上培训课程详情，以便本会邀请

会员参加该平台的线上培训课程，鼓励参

与电子商务发展业务。

重整秘书处架构

本会董事脑力激荡营提出建议重整

秘书处架构。经探讨后，秘书处架构将

在正副总执行秘书之下设立3个部门及

组长分别为：营运部门【会计与行政】

（Operation Department）：吕蕙华；会 

议 ／ 活 动 项 目 部 门 （ Meeting / Event 
Project Department）：郭嘉明；及媒体

与品牌部门（Mass Communication and 
Branding Department）：许国仕。

第3次董事会议（29-9-2021）一致通

过接纳重整后之秘书处架构及秘书处人员

调配安排。

本会Newsletter

为了避免会员及董事重复收到多个

活动通告电邮以及更有效率的宣传各组

活动，本会由2021年7月开始定期采用每

星期一次之Newsletter方式，以尽早将活

动预告及信息归纳后传达予董事及全体会

员。

本会2021年ISO 9001 : 2015 
品管系统验证

本会2021年ISO 9001 : 2015品管系统

之内部管理审查会议（线上会议）于2021
年10月21日（星期四）中午12时15分召

开。至于外部稽核则于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于本会会议室进行。2021年的

品管系统之外部稽核没有发现不符合点。

本会与厦门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本会与厦门大学（厦大）于2021年

11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时正通过Zoom
线上举行签署合作备忘录仪式，并由本会

会长拿督吴逸平、副会长拿督廖俊亮，厦

大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教授、MBA
中心主任池建国博士代表签署。

拿督吴逸平在致词时表示，隆雪中

总的首要目标是协助企业家拓展工商管理

的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并学以

致用，成功拓展企业业务。王瑞芳教授表

示，厦大分校高度重视与企业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这能让课程的设置更加契合行

业需求，并着重培养未来所重视的知识和

技能。

商讯革新号推介礼

本会于2021年11月24日（星期三）

下午3时30分于本会成枫堂举行商讯革新

号推介礼。此项推介仪式邀请到总秘书暨

《商讯》总编辑傅桂洋和会长拿督吴逸平

致词和掀开序幕。



本会2021年线上活动系列策划

由 于 受 到 新 冠 疫 情 的 影 响 ， 本 会 于

2021年继续策划与举办各种系列线上活动，

以提供即时资讯予会员。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本会已举办 / 联办总共33项系列线上活

动[分别为23项线上讲座（Webinar）、9项

线上商机交流会（VBON）及1项线上商机

对接（Virtual Business Matching）]。

本会跟进雪州政府拨地事宜

本会于2021年继续跟进有关本会早前

获得雪州政府拨予位于Kundang之地段事

宜。经雪州行政议员YB黄思汉（掌管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以及新村发展事务）办公室

协助安排下，本会由副会长拿督陈镇明、第

二副总秘书陈嘉斌律师及总执行秘书代表出

席与鹅唛土地局官员就雪州政府批准本会地

段于2021年4月9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

在YB黄思汉办公室举行之商讨会议。

鉴于我国进入全面行动管制，土地局

官员表示需待管制结束后才安排进行实地检

视。本会代表于2021年11月2日与土地局官

员进行实地检视。

会所管理报告

本 大 厦 管 理 委 员 （Wisma Chinese 
Chamber Management Corporation）于2021
年10月7日（星期四）下午3时正通过Zoom
线上会议召开第11次常年大会。代表本会

所属楼层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张裕民

律师（B1, B2, B3）、丹斯里拿督张昌国 

（底楼）、傅桂洋（1楼）及陈嘉斌律师

（7楼）。大会也选出3位管理委员会成

员， 分别为丹斯里拿督张昌国（底楼）、

颜文钦（6楼）及陈嘉斌律师（7楼）。

上述管理委员会继续委托本会管理本

大厦的事务，条件照旧。

本会大厦共有8层办公楼面和3层地下

停车场，目前本会拥有3层楼面及3层地下

停车场。

本会秘书处设于7楼，其余楼面出租

作办公用途。

除秘书处之外，本会另有礼堂和研

讨室。本会目前的活动大部分都在会所举

行，有关场地及设备也开放给会员商家及

公众租用 。 成 枫 堂 位 于 底 楼 （Ground 
Floor），面积4,942平方尺，设备齐全及装

修新颖，适合举办大型讲座、招商会及商

展会等。研讨室位于1楼，并拥有宽阔的

空间，面积4,063平方尺。

本会所属楼层

楼层 面积 

（平方尺）

用途 租户

7th Floor 9,592 秘书处 —

7th Floor 2,780 办公室 Guidestone Consultancy S/B

7th Floor 2,179 办公室 Probid Resources S/B

1st Floor 3,720 办公室 —

1st Floor 2,196 办公室 HBL (M) S/B

1st Floor 3,294 办公室 —

G. Floor 1,490 展示 / 办公室 MagnumTop International S/B

地 下 停 车 场 共

有171个停车位，开

放给大厦各层业主、

租户和他们的职员使

用。收费则分为业主

优 惠 季 票 、 普 通 季

票 、 按 小 时 计 和 举

办 研 讨 会 或 特 定 活

动时的 per entry 收

费。

总
务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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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馆

本会领航馆2021年参访名单

日期 莅访者 相关活动 备注

1 9-11-2021 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拿督

莫哈末尼宗赛里及官员

- 中总接待

2 26-11-2021 中国驻马大使馆唐锐公使、王楠办

公室主任、郭磊秘书

- 中总接待

总
务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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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际贸易及工业组

董事会于2021年7月1日（星期四）

董事复选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国际贸易及工

业组（原为工业组），工作纲领如下：

（A）	通过贸易与工业发展，促进隆雪中

总会员在本地与海外市场的经贸合

作与投资活动。

（B）	本组将关注推行以下之目标：

	 （i）	 协助隆雪中总会员参与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马来西亚投

资发展局、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发展局、国内贸易及消费

人事务部及其他贸易促进及

商务政策活动,巩固国内市

场与开拓海外市场。

	 （ii）	参 与 并 积 极 融 入 “ 工 业

4.0”，推动马来西亚工业

成为高科技、创新和高附加

价值产业的前景。

	 （iii）	针对影响工业成长及发展课

题进行调查及获取回馈，从

而提供正面、实际之建议予

相关单位以解决所面对之问

题。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本组将进行以

下工作：

a.	 与其他相关小组、政府机构、商业团

体及个人共同合作；

b.	 举办或及参与供本会会员及其他潜在

企业家的讲座、培训课程、工作营

等；

c.	 参观本地及海外工厂、机构、商展、

展览会等，以学习及了解新科技与产

品；

d.	 收集、整理、储存、撷取、传达及使

用所有相关资料，利惠会员；

e.	 向相关各方,提倡与实践环境、社会和

治理（ESG），优良传统价值观及良

好工作准则,以及关注工业卫生、安全

与环境措施；

f.	 除了正式会议和其他活动,通过社交与

商业机会网络会议，鼓励会员之间的

友谊及合作。

国
际

贸
易

及
工

业
组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本会工业组为了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商机，通过Zoom会议平台举办线上商机交流

会系列（Virtual Business Opportunity Networking Series）。此线上商机交流会旨在鼓励会

员商家踊跃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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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的分享时段，以向线上参与者作出公司背景及产品或服务介绍。在新届董事会成立

后，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和中小型企业组继续联办此项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所举办的交流会简报如下：

序 线上活动 日期及时间 参与人数 参与简报公司

1.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3

2021年2月3日（星期三）， 

下午4时

54位 15间公司

2.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4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 

下午2时30分

47位 11间公司

3.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5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下午3时30分

49位 12间公司

4.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6

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 

下午3时30分

66位 9间公司

5.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7

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下午3时30分

57位 9间公司

6.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8

2021 年 10月13日（星期三）， 

下午3时30分

43位 8间公司

7. 隆雪中总 

线上商机交流会 

系列 #9

2021 年11月17日（星期三）， 

下午3时30分

44位 7间公司

国
际

贸
易

及
工

业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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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跨越东盟迈向世界— 

企业如何从中获益？”线上讲座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在2020年11月，由10个东盟国

家与5个区域伙伴，即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签署。它是全

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覆盖了22亿人口

的市场，占世界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为了让企业商家们认识了解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掌握能如何应对

及做好准备迎接这项协定，本会商业组

于9月21日在本会面子书专页直播了一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越东盟

迈向世界—企业如何从中获益？” 线上

讲座。

会长拿督吴逸平为线上讲座开幕致

辞，提及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贸易

的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落

实将为企业打开另一扇国际市场的大门，

极大化地使企业商家受益，并有助于马

来西亚在经历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

苏。该线上讲座以英语为媒介语，邀请了

鑫资金投资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投资执

行员张国林、卓佳集团行政总裁杨斌官和

Appleton Luff合作伙伴沈光泽担任主讲嘉

宾，并由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担任主

持人。

“打造业务趋势人气平台— 

抖音” 线上讲座

如 今 ， 越 来 越 多

人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来 查

询 信 息 并 发 现 新 产 品

和品牌，社交媒体营销

不仅是新的广告方式，

而且可以吸引更多合格

的潜在客户，让品牌获

得全新的参与度。抖音

（TikTok）是过去几年兴起的社交媒体

平台之一，在疫情期间，其用户量持续

攀升。有鉴于此，本会商业组于2021年

11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正通过Zoom  
Webinar举办了“打造业务趋势人气平

台—抖音”线上讲座，旨在带领大家了解

抖音（TikTok），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该平

台提升品牌知名度和销售。

这 场 讲 座 邀 请 了 负 责 打 造 连 接 数

码内容创作者和品牌区域网络的Hepmil 
Creators’ Network (HCN) & MGAG Media
区域经理王慧媺小姐担任主讲人。并在这

场线上讲座会上展示了一些著名品牌的抖

音（TikTok）视频，并以他们为例教大家

如何开始使用这个平台推销品牌，同时

分享了有效经营维持账户的贴士。此外， 

Emusic Group董事Caleb Ch’ng也受邀分享

自身使用抖音（TikTok）推广业务的经验

和心得。

与商团会员交流会

为 了 能 与 商 团 会 员 增 进 交 流 ， 互

相了解和学习，本组于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下午3时正假马来西亚零售连

锁协会筹办了隆雪中总与商团会员的交流

会，出席的商团包括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

会、马来西亚钢材五金商会和马来西亚建

筑材料代理商公会。本会由会长连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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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组副

主任黄毓晶为代表参与这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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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组
本组在2021年继续为本会提供法律

服务工作，其中包括：

(1)	 配合本会2021年线上常年会员大会

暨2021-2024年度董事选举与复选，

本组协助提供法律意见及处理相关事

宜。

(2)	 处理底楼租户续约之合约及其他相关

租户事宜。

(3)	 针对本会相关前租户积欠费用事宜及

进行追讨积欠费用程序，本组提供法

律意见。

(4)	 协助本会审阅相关之对外文件，包括

本会与其他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合

作协议、合约等等，并协助提供相关

意见。

(5)	 针对本会秘书处行政处理事宜协助本

会秘书处及各工作组审阅相关本会会

员文件，包括有关对新入会会员进行

公司信贷记录资料搜索、洗黑钱资料

搜索，以及会员申请的特别个案之行

政处理事宜，并协助提供相关意见。

(6)	 协助本会审阅停车场新收费系统	

Touch & Go使用服务合约，并协助

提供有关停车场管理层责任之相关意

见。

(7)	 针对中总要求其属会签署使用中总商

标许可协议，本组协助审阅有关许可

协议内容并协助提供相关意见。

(8)	 协助本会审阅本会提供原产地证书服

务须呈交之年度文件，如供从事贸易

者的供应商须准备之证明文件内容样

本；及提供法律意见等等。

(9)	 协助审阅有关大厦管理委员会事宜文

件、合约及信函等等，并协助提供相

关意见。

(10)	针对本大厦相关业主积欠管理费及其

他费用事宜，本组根据分层地契法令

提供法律意见，并继续配合负责律师

楼进行追讨积欠费用程序。最后，新

买主已同意代偿还相关楼层之全数积

欠费用。有关楼层之买卖双方也已于

2021年11月2日完成签署相关买卖合

约。

(11)	针对本会董事脑力激荡工作营讨论

后，建议探讨修改本会章程以调整会

费。本组进行初步讨论及委任组员负

责草拟章程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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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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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应会务需求，

将人力资源发展独立成工作组。经主任和

组员商议探讨，该组拟定4个策划和活动

方向，即政府政策和课题、技职教育、讲

座和论坛以及与大专院校合作。人力资源

发展的工作纲领为：

-	 鉴定和研究各项人力资源政策及课

题，以及其对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影

响，包括政府政策、法令、条例的执

行等，就有关政策及课题，建议解决

方案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	 通过政府及私人技职学院，增加和提

升员工之技能。

-	 鉴定人力资源发展问题，建议可行的

方法并采取适当行动进行人力资源的

培训，协助实现企业商家，尤其中小

型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需求。

-	 积极与大专院校合作交流，建立私人

业界和大专院校的沟通桥梁，促进双

向有关征聘和求职的讯息传达，以助

解决人力资源需求。

人力资源课题快速问卷调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着各个行

业，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会员商家在人力

资源上所面对的问题，人力资源发展组进

行了一项人力资源课题快速问卷调查。人

力资源发展组计划与拉曼大学合作为会员

商家提供人力资源上的资源和协助，并将

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按业者需求，安排他

们参与和拉曼大学的拜访或会谈，以制定

和进行更具目的性的合作计划。

环
境

、
社

会
及

管
治

组

鉴于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在工商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本会新届董事会（2021-2024年度）成立了环境、社会及管治组，

探讨环境、社会及管治对于马来西亚企业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协助提高并促进

会员和大众对于环境、社会及管治的认识和执行。

环境、社会及管治组将着重于协助本会会员配合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UNSDG）以及国家和州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制定其可持续发展战略。同

时，也将负责就本会在ESG相关事项上的立场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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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
地

产
及

基
建

组
提供想法 / 建议

在2022年，本组主任为以下交流会 / 

会议提供了想法和建议：

(1) 2021年2月23日：与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

议员黄思汉交流会；

(2) 2021年8月16日：与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和掌管雪州工商、投资

及中小型工业事务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线上交流会；

(3) 2021年12月15日：礼貌拜会掌管雪

州旅游、环境、绿色科技及原住民

事务行政议员许来贤。

此外，本组主任也协助提供意见和草拟本

会于2021年7月13日题为“吉隆坡暨雪兰

莪中华总商会吁请雪州州务大臣解除全面

封锁，应采取针对性封锁特定建筑之措

施”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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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商机对接

本组于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下

午2时30 分通过Zoom会议平台举办了一项

线上商机对接。当天线上参与者约58人。

此线上商机对接旨在鼓励会员商家踊跃参

与，以开拓及增进会员之间的联络网。呈

现公司有CALMS Technologies、CatTHIS
及OrangeFIN ASIA。

金融市场资讯分享活动

本组于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上

午10时30分通过Zoom会议平台，与中总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联合举办本组新届成

立以来的首次活动：金融市场资讯分享活

动。

当天活动的分享嘉宾为银丰集团董事

经理兼集团首席执行员拿督黄志雄和KAF 
Investment Funds Berhad首席投资官Chue 
Kwok Yan，主持人有组员童志隆和陈业

成。主任李有全也受邀请给予欢迎和闭幕

词。分享活动出席者约30人。

活动上除了分享外资对马来西亚国债

增购与股票市场的资讯，也分享对地产与

石油股票短期的看法。

2022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 
线上讲座

本组于2021年11月10日（星期三）上

午10时至11时通过Zoom线上讲座平台举

办“2022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线上讲

座。主讲者是德勤马来西亚私人公司负责

人Chee Pei Pei；全球雇主服务执行董事

Chee Ying Cheng；和间接税务负责人Tan 

Eng Yew，以分享有关在最新公布之财政

预算案中的各种税收的信息，包括公司

税、产业盈利税、印花税、税收优惠、个

人所得税以及间接税务。主持人为组员拿

督陈骏贤。此线上活动参与者逾130人。

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组员
交流晚宴

本组于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下

午6时30分假BLACK Market (Kampung 
Pandan) 举办一项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

场组组员交流晚宴，以促进组员之间的联

系和广招隆雪中总会员。

当天晚宴除了邀请主任李有全、副会

长兼本组顾问潘斯里陈秋霞、会长拿督

吴逸平、澳贸委高级商务专员Paul Sanda
致词外，也邀请组员汤絜惠与出席者分

享2022年资本市场展望，以及The Strine 
Wine Co. 创办人Justin Wong和Nigel Wong
分享品酒技巧。

谨此感谢潘斯里陈秋霞和李有全赞助

当晚食物。

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和课题文章

为了教育和提高会员对于金融和资本

市场发展和课题的认识，本组已发表两篇

相关文章，分别为：

（i） “隆雪中总对近期实施新税收的建

议之回应”(2021年10月11日)；和

（ii）“缓解企业现时及疫情后的建议”

（2021年11月22日）。

金
融

及
资

本
市

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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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业
组

本会与商团线上交流会

为了促进商团会员之间的联谊交流与商机，

本组已顺利通过Zoom会议平台举办2场与本会商

团会员线上交流会。详请如下：

商团会员 日期及时间

1 * 雪兰莪州直落昂厂商公会

* 雪兰莪无拉港工业区公会

31-3-2021
3时正

2 * 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公会

* 马中旅游文化促进商会

* 马来西亚礼品商会

* 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

30-4-2021
3时正

本会与中总旅游组线上交流会

本组已于2021年10月6日（星期五）下午3时

正与中总旅游组进行线上交流会。本组由主任颜

祖耀率领与中总旅游业组代表进行线上交流。此

交流出席的本组代表包括副主任王伟雄与组员。

中总代表包括旅游业组主任拿督斯里李益辉及各

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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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给旅游部长及旅游总监。

礼貌拜会雪州行政议员兼旅游，环境，

绿色科技及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席YB

许来贤        

本组已于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
时正礼貌拜会雪州行政议员兼旅游，环境，绿色

科技及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席YB许来贤，并由会

长拿督吴逸平率领一行10人进行此项交流会，以

了解雪州现有的旅游业资源，再探讨如何策划相

关活动配合。

此外，本会也关注雪州州

内娱乐税务的实施。尽管雪州

政府已经豁免征收售票的主题

乐园的娱乐税至2021年杪，但

剧场、电影院及相关的娱乐公

园仍需征收娱乐税。在过去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这些娱乐

场所，尤其是适合一家大小的

健康娱乐场所，附加之娱乐税

收将加重他们的负担。因此本

会呼吁雪州政府能检讨这项措

施。

本 会 也 提 出 有 关 游 客 一

般在用餐后皆前往娱乐场所消

遣，因此州政府可考虑在商业

区设立特定国际及旅游区域，

放宽有关地区的场所营业时间

及提供更灵活的娱乐执照，以

鼓励游客前往消费。

雪州旅游事务委员主席YB
许来贤在交流会上汇报，雪州

在未来的3年，计划在州内建

设更多的国际级休闲渡假村及

森林公园地带，以吸引更多游

客停留在雪州。提及雪州政府

征收塑料袋费用，他表示有关

费用乃交由州政府信托基金管

理，将有关款项拨至相关环保

项目用途。他也欢迎商会提出

可供基金使用的项目，以利惠

民众。

本组所提出旅游手机摄影

比赛一系列的活动，也获得YB
许来贤及雪州旅游局的正面回

应。同时，本会也已于2021年

杪，针对会面所交流课题呈上

备忘录予YB许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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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及
原

产
业

组
与友会农业组
线上交流会

本组于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下午2时30分，与各州友会包括砂拉越、

登嘉楼及巴生中华总商会的农业组举行线

上交流会，约有35位代表参与。

本会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锺旺添在

致欢迎词时表示，此线上活动旨在促进各

州属中总之间的联谊交流以及拓展商机。

“大马良好农业规范 myGAP”
线上讲座

本组于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晚上8时通过本会面子书举办“大马良好

农业规范myGAP”线上讲座，旨在带领

大家了解，并分享有关myGAP认证的申

情程序、好处及重要性。

讲座会主讲人为柔佛州亚依淡农业

局官员林明香，主持人由本组组员拿督

黄俊仪担任。此线上讲座协办单位包括 

Advansia Sdn. Bhd.、马来西亚果农总会、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及隆雪果农公会，支持

媒体是农牧世界。

另外，讲座也邀请到隆雪果农公会

会长邓赐安担任经验分享嘉宾及参与问与

答环节。

“农业融资”线上讲座

本组于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

下午3时通过隆雪中总面子书举办“农业

融资”线上讲座，讲座目的是让会员商家

及有兴趣者了解各种农业融资解决方案。

讲座会主讲人为农业银行雪州分行

商业中心主管张灵达，主持人由本组组员

蔡依锰担任。此线上讲座协办单位包括马

来西亚果农总会、马来西亚菜农总会及隆

雪果农公会。另外，讲座也特别邀请到农

业银行雪隆区董事En. Rahim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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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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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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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在萧条中飞跃的 

5大对策”线上课程

本组于2021年7月3日（星期六）上

午10时至下午1时举办“稻盛和夫在萧条

中飞跃的5大对策”线上课程。主讲人是

赖劲裈老师。媒介语是中文。当天出席人

数共39人。

“稻盛和夫在萧条中飞跃的5大对

策”线上课程邀请了马来西亚盛和塾理事

长赖劲裈老师（KK Lai）与大家分享日

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

慧，企业危机下的生存之道。

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线上讲座

中 小 型 企 业 组 于 2 0 2 1 年 1 0 月 4 日 

（星期一）下午3时正与马来西亚社险

机构联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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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ebex及本会面子书直

播，逾170名会员商家出席并踊跃发问。

主讲人马来西亚社险机构就业服务

官黄馨妮为中小企业提供各项补贴计划详

情及申请程序，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主持人则是本组副主任吴健雄。线上讲

座由本会副会长拿督廖俊亮致词，接着

由 吉 隆 坡 社 险 机 构 局 长 Mr. Mustafa bin  
Draman致词。

联昌回教银行线上讲座 

系列 #1“中小企业融资方案”

中小型企业组与合作伙伴联昌回教

银行（CIMB Islamic Bank Berhad）于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下午3时正通

过Zoom Webinar举办第一场【中小企业融

资方案】线上讲座。这项讲座旨在协助本

会会员及中小企业改变传统思维，勇于向

私人金融机构或政府查询及申请各类贷款

和融资方案，了解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管

道与挑战。当天有逾150名会员商家出席

并踊跃发问。

此线上讲座由本会会长拿督吴逸平

致词，接着由联昌回教银行总执行长Mr. 
Ahmad Shahriman Mohd Shariff致词。研

讨会主讲人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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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则是本组主任陈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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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

（SIDEC）线上拜会隆雪中总

雪 州 资 讯 科 技 及 数 码 经 济 机 构

（SIDEC）于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

下午3时30分通过线上方式礼貌拜会本会

并进行交流。该机构出席代表为首席营运

长卢传文、企业通讯经理刘伟鸿以及新创

企业与中小企业数码化执行员傅雪莉。

本会会长拿督吴逸平在交流会上表

示，本会新届董事会在2021年6月底诞

生，很高兴能代表本会接待该机构。此项

交流主要是探讨如何增强合作，以协助本

会会员及中小型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

军电商领域，开拓商机以应对疫情带来的

冲击。

其 他 与 会 者 包 括 本 会 总 秘 书 傅 桂

洋、中小型企业组主任陈棋雄、数字经济

组主任邱煜峰以及数字经济组副主任林国

兴和拿督邱谊辉。

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补贴论坛

由 雪 州 资 讯 科 技 及 数 码 经 济 机 构

（SIDEC）与隆雪中总于2021年9月10日

（星期五）下午3时至下午4时30分联办 

“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补贴论坛14”线

上座谈会，特别邀请嘉宾分享有关数字解

决方案。

座谈会由隆雪中总会长拿督吴逸平

致词，SIDEC首席执行长杨凯斌随后讲解

有关中小企业配对补贴计划细节。

这项座谈会旨在协助会员及中小型

企业了解如何申请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

补贴，加速数码转型，以应对疫情带来的

冲击。

当 天 ， 约 有 近 百 人 参 与 及 观 看

脸 书 直 播 。 有 关 补 贴 详 情 ， 请 浏 览 官

网：https://www.sidec.com.my/selangor-
grant2021/。

隆雪中总 - 联昌回教银行 

线上讲座会系列2.0  

“清真与数码转型” 

由隆雪中总与联昌回教银行联办的

线上讲座系列2.0，主题为“清真与数码

转型”于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下午

3时举行。这项线上讲座旨在协助会员及

中小型企业了解有关如

何通过HalalBizReady平

台提供的品牌曝光度帮

助中小型企业拓展全球

清真市场，以及了解有

关数码转型的机会。

主 讲 者 有 联 昌

回 教 银 行 商 业 发 展 兼

商 业 银 行 副 主 管 许 和

铭、EasyStore行销经理

练汶锴和BusinessHR高级

销售经理陈宏劲，主持

人是数字经济组副主任

林国兴。当天参与者约55人。

有关联昌银行的HalalBizReady详

情，可浏览：https://cimb.com.my/halalbi-
z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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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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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组
女企业家组在

隆雪中总的成立年

资并不很深，未来

仍将以促进隆雪中

总会务方针为主，

例 如 协 助 组 织 活

动。其次为吸引更

多的会员，特别是

职业女性加入并积

极参与活动；加强

女性会员与其他会

员之间的联系；以

及提供平台为职业

女性拓展网络，进行交流，加强跨行业之合作。

本组工作方向范围涵盖促进女性企业的利益；与成功的女企业家联谊和交流；举

办女性企业资金线上研讨会，以及提供女性交流平台。

马
 中

 经
 贸

 委
 员

 会

因受疫情影响，本委员会

礼貌拜会中国大使馆新任官员以

及其他实体拜访活动，需有待疫

情缓解后再另行安排。这期间，

本委员会继续把马中活动相关讯

息传达予会员。

新任中国驻马来西亚

领事处公参

新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处公参马翠宏抵马履新，本会已于2021年7月7日
致函马翠宏公参，祝贺马公参正式履任，并诚邀她与本会新届董事透过Zoom平台进行

线上交流，以期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加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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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奖》3.0读后感征文比赛

及网上投选最受欢迎英雄奖 

颁奖典礼

本会于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上 午 11 时 ， 在 本 会 成 枫 堂 举 行 《 英 雄

奖》3.0读后感征文比赛及网上投选最受

欢迎英雄奖颁奖典礼。主宾为国家团结部

副部长拿督斯里郑联科上议员。

《英雄奖》3.0是由本会与南洋商

报联合主办，并获得国家团结部和马来

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为支持单位。

诗华日报、Borneo Post、Orizon、Sinar 
Harian、The Sun、Tamil Malar及Utusan 
Borneo为媒体伙伴。

读后感征文比赛公开予10至14岁的

学生参赛，主要鼓励学生以创意的手法写

出本身对英雄奖得主的感想以及其对自己

的影响。是项比赛共收到逾2千份作品。

当中，雪兰莪巴生兰花园国民型华文小学

以746份作品荣获参赛最多人数学校奖，

并获颁发1千令吉现金奖以资鼓励。

读后感征文比赛以3种语文组别举

办，分别为华文、国文及淡米尔文。每位

特优奖得主皆获得一座奖杯、一张奖状及

100令吉礼券，而优秀奖得主获得一座奖

杯、一张奖状及50令吉礼券。

经过评审团遴选后，各组的得奖者

名单如下：

（A）中文组

特优奖

梁弈 

（柔佛辅士华小）

黄彦妮 

（雪兰莪巴生兰花园国民型华文小学）

林俞希 

（雪兰莪深静（哈古乐）华小）

优秀奖

李文瑄 

（柔佛辅士华小）

叶佳萱 

（砂拉越美里中华公学）

黄棋宇 

（砂拉越美里中华公学）

柯欣怡 

（吉隆坡坤成中学）

黄永昌 

（砂拉越美里中华公学）

张玮倪 

（柔佛宽柔五小）

温宁 

（吉隆坡坤成中学）

杨善喜 

（柔佛班兰华小）

许欣恩 

（霹雳安顺三民国民型华文小学第一校）

詹渝雯 

（雪兰莪深静（哈古乐）华小）

（B）国文组

特优奖

Nurrul Shah Mira  
(SK Sungai Binjai)

Nurul Ain Athirah Bt. Mohd Azidi  
(SK Sungai Binjai)

Wan Nurih Khairina Bt. Ahmad Nazri  
(SK Sungai Binjai)

优秀奖

Nur Syazliana Haifa Bt. Suryadi  
(SK Sungai Binjai)



Nur Syahmina Bt. Azizi  
(SK Sungai Binjai)

Norsyuhaidah Bt. Mohammad Razis  
(SK Tengku Bendahara Azman (1))

（C）淡米尔文组

特优奖

Khathiresh A/L Murugesan  
(SJK (T) Sentul)

Bharameshvari A/P Jaganraj  
(SJK (T) Sentul)

Selvi Prithingara A/P Selva Kumar  
(SJK (T) Sentul)

优秀奖

Varathaa A/L Vickneswaran  
(SJK (T) Sentul)

Yuvanraj A/L Sritheran  
(SJK (T) Sentul)

Siva Priya A/P Prabagaran  
(SJK (T) Sentul)

至于网上投选最受欢迎英雄奖则让大

众有机会通过网上投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人选。经过一番投选后，黄晓璐获选为此

项网上投选最受欢迎英雄奖的得主，奖品

为一个奖座和一张奖状。而通过网上投选

的大众获得的一份大奖为一个苹果手表，另

外10份安慰奖得主分别获得200令吉购物礼

券。

《英雄奖》- 荣誉

本会已成功为《英雄奖》（MyHero 
Award）字眼商标注册（Class 41），为期10
年，从2017年11月24日至2027年11月24日。

此外，《英雄奖》得奖人物事迹亦被

纳入教学课本内容。国小5年级课本介绍的4
位英雄人物有第一届得主慕因慕欣，以及3
位第二届的得主陈美成、安琪拉和黄秀英。

而，3位《英雄奖》得主则被遴选及纳进国

民型小学的5年级课本，包括第一届得主慕

因慕欣和叶茵妮，以及第二届的安琪拉。

“大马一家，中总有情” 

马来西亚日线上分享会

本会于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下午2
时，协办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主

办的“大马一家，中总有情”马来西亚日线

上分享会。

本会国民团结组主任兼中总国民团结

组主任拿督威拉刘志强担任主持人。4位 

《英雄奖》得主分享各自的故事，以灌输团

结精神及爱国情怀，促进各族人民互爱互

助。分享嘉宾是慕因慕欣（Abdul Muhen Bin 
Abdul Mohssin）、黄秀英（多利）、谢金富

及拉詹德兰威鲁（Rajendran A/L Velu）。

配合我国独立64周年

暨马来西亚成立58周年，

本会特意制作为马来西亚献

上祝福的视频。请浏览本

会面子书（www.facebook.
com/KLSCCCI/）观看有关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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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教育基金线上颁发仪式

本会文教组于2021年9月11日（星期

六）上午11时正，首次以线上形式举办

2021年度教育基金颁发仪式。约有近140
位参与者齐聚此线上活动，包括本会董

事、组员、捐献单位、校方代表及受惠学

生等。

本年度中学助学金共颁予8 2名学

生，其中包括62名独中生、20名国民型中

学学生。颁发的助学金总额为5万1千400
令吉。

本会设立于 1 9 8 3 年的大专助学

金，今年共颁发3万9千令吉予22名大专

生，39年来总共发放了232万1千500令吉

予1千767名学生。

而从1 9 9 5年设立至今的大专贷学

金，则一共批准贷学金278万3千650令
吉，并已发放271万9千650令吉，资助了

196名品学兼优、家境清寒的大专生，在

本地及海外大专学府就读及完成学业，包

括2021年录取的1名学生。

2021年度中学助学金受惠学生名单

如下：

初中一	 ：	 周芯如、邢家诚、邱甲乐、

	 	 梁综恩、萧锡安、陈莉萱、

	 	 陈睿怡、陈欣仪、郑珈浩、

	 	 叶世涛、杨孟荣

初中二	 ：	 秦雨鍹、张程轩、朱骏侑、

	 	 林晓廷、王伟权、温				苗、

	 	 温雁心

初中三	 ：	 陈乐怡、珍妮花、李文杰、

	 	 廖伟欣、黄鸿源、黄旨霖

高中一	 ：	 宜杏蔡恺欣、周子琳、

	 	 蔡暐赈、曾健胜、刘子绮、

	 	 李婕绫、李籽融、林志航、

	 	 黄诗婷、覃显汇、萧征轩、

	 	 黄凯晴、温嘉颐、叶䝰晨

高中二	 ：	 陈婉莹、张浚琛、张恺庭、

	 	 蔡启恒、锺立儿、蓝慧雯、

	 	 颜嘉宏、黎家恩、李炜恩、

	 	 林慧珊、黄佳欣、黄耀阳、

	 	 诺法依卡、黄雪恩、王馨宁、

	 	 王婞涓、周芯卉、邓梓杉、

	 	 陈建熹、陈凯杰、郑伊璇、

	 	 张志贤、黄慧茵、黄欣盈、

	 	 王盈莹、叶珮杏、杨晓童

高中三	 ：	 郑伊晴、张梦洳、赵乐恩、

	 	 林宏睿、刘伟川、黄子航、

	 	 王祚妤、王雯净、王芯榕、

	 	 陈律卫、陈芝迎、陈晓慧、

	 	 陈彦熙、李姿颖、黄雁婷、

	 	 余欣盈、余紫婕

2021年度大专助学金受惠学生名单如下：

拉曼大学	 ：	詹				宁、陈凯昇、谢依雯、饶振扬、程昌敬、官宇琦

拉曼大学学院	 ：	尹杰民、陈俊良、翁可颖

其他（国内政府大学）	：	林观铭、林琪莪

其他（国内私立大专）	：	郑蕙莹、郑嘉慧、魏琦颖、胡俊康、林翊靖

其他大专（海外）	 ：	锺雪颖、徐慧莛、潘镁宜、李奂静、江静培、黄丽欣

获得大专贷学金的学生名单如下：

其他（国内私立大专）：黄芯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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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本会教育基金

本会教育基金获会员商家及个人慷慨
捐助，得以资助更多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募得1万3千8令
吉。本会特此鸣谢以下热心教育的公司或
人士。

2020/2021年度教育基金征信录	

序 捐款者 （恕不称呼） 捐献数额	

RM
1. SWAT Footwear (M) S/B 5,000

2. 陈友仁 3,008
3. 黄公龙 3,000
4. 何汉文 2,000

总额 13,008

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配合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节（马
华文学节），本会延续主办第16届马来西
亚华文文学奖（简称“马华文学奖”），
以表扬我国华文作家所作出的贡献，鼓励
文学创作风气，进而提高我国华文文学水
平与作家的社会地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协会（作协）继续成为第16届马华文学奖
的协办单位。

本届马华文学奖自2020年8月25日开始
接受提名，至9月30日截止，共有6位作家
获提名。

本届马华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包括拿
督斯里何国忠博士（作协顾问）、李忆
莙（作协副会长）、王润华博士（南方
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林得楠（新加
坡作协会长）、洪淑苓博士（国立台湾
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伍燕翎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院长）和陈政欣
（资深马华作家兼第13届马华文学奖得	
主）。	

经评审委员推荐及筹委会的一致通
过，第16届马华文学奖之得奖人为著名作
家戴小华女士。她获颁2万令吉的奖金及一
座奖杯。

戴小华于1980年代投入文坛，后以

作品《沙城》一举成名。她擅写散文、戏

剧、评论、报告文学、小说、杂文等。其

主要作品有《忽如归》、《深情看世界》

、《悔不过今生》等，并曾编选《当代马

华文存》及《马华文学大系》，为马来西

亚华社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她的部分作

品入选马来西亚中学、中国大学和初中的

语文教材。

戴小华同时活跃于华社及文化社团，

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来西

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

协会会长等，对推动马华文学及文化发展

作出很大的贡献。

第16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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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颁奖典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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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虚拟颁奖环节，典礼中也安

排了丰富的节目包括古筝表演、廿四节令

鼓表演以及诗歌朗诵，为颁奖礼增添不少

光彩。

本届马华文学奖筹委会感谢本会前会

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及董事们慷慨赞助活

动经费，促成活动顺利举办。赞助活动经

费的征信录如下：（恕不称呼）

RM10,000	：	戴良业				蔡元禄

RM5,000	 ：	谢松坤

RM2,000	 ：	林泰顺				颜祖耀

RM1,000	 ：	林建南				颜文钦				吴逸平

	 	 廖俊亮				张国林				吴子联

	 	 陈秋霞				刘志强				李				强

	 	 陈际春				曾茂旺				宋永康

	 	 周国球				林俊聪				王泰贤

RM500	 ：	陈棋雄				王伟雄	

RM200	 ：	蔡宗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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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捐款线上颁发仪式

本会于2021年2月5日（星期五）上午

11时，首次通过线上的方式颁赠2021年度

新春佳节的捐款。

配合2020年度的开斋节及本年度的春

节，本会及本会会员总共捐出11万2千680
令吉给10家福利慈善团体、2家孤儿院及2
家老人院。

受惠单位包括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

务及社区发展协会（Associ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Gombak District, Selangor）、中华施诊所

（Chinese Medical Aid Department）、马来

西亚安宁疗护中心（Hospis Malaysia）、 

慈悲关怀服务会（Kasih Hospice Care  
Society）、马来西亚盲人协会（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马来西亚红新

月会（Malaysian Red Crescent Society）、

淡江孤儿院（Rumah Bakti Dato’ Harun）、

修成林洗肾与中风医疗中心（Sau Seng Lum 
Dialysis & Stroke Rehabilitation Centre）、

雪隆智障协会（Selangor & Federal Territory 
Associ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济世之家（Selangor Cheshire Home）、沙

登老人院（Serdang Old Folks’ Home）、 

士 毛 月 牧 人 之 家 （ Shepherd’s Centre  
Foundation）、斯里再央地福利组（Siri 
Jayanti Welfare Organisation）及同善医院

（Tung Shin Hospital）。

本会福利组主任傅桂洋在致词时表

示，在疫情的冲击下，除了经济活动受到

影响，社会福利工作也受到打击。许多团

体原本配合新春佳节举办的活动也被迫取

消或展延，包括本会每年举办的新春佳节

慈善聚餐会，无法在新春期间招待老人院

的长者们。他说，秉承多年来积极参与社

会福利慈善工作，本会在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之际仍延续往年惯例，改变形式通过线

上的方式颁赠捐款。本会希望在这段期间

能够薄尽绵力，为社会上有需要的群体给

予协助，也希望在这艰难时期，大家仍

然发挥大爱精神，共建美好爱心社会。

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表示，

这次的疫情打乱了许多规划的活动，并

改以各种方式去进行，包括关注社会及

福利工作，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恢复原

有的面貌。

本会感谢会员商家慷慨捐助本会

年度福利基金，以及踊跃捐助本会的年

度受惠福利慈善团体、孤儿院及老人

院。附上2020/2021年度福利基金征信

录如下：

序 捐献单位 捐款

（RM）

1. 亚太联营钢材有限公司 2,000

2. Adtech Malaysia Sdn. 
Bhd.

1,000

3. Mr. Loh Lin Wei 1,000

4. 联邦汽车机件（马）有

限公司

500

5. 刘泉萍夫妇 500

金狮百盛基金会 

捐助本会福利基金

配合农历新年的来临，金狮百盛

基金会主席兼本会女企业家组主任潘斯

里陈秋霞亲自书写新春祝福语，并与家

人合力创作Q版牛年画作，义卖筹款。

在潘斯里陈秋霞的号召和福利组

主任傅桂洋的呼吁下，本会董事与工作

组成员认购共82套祝福语和370张Q版

牛年画作，共筹获1万2千320令吉，悉

数捐予本会福利基金。

本会感谢潘斯里陈秋霞的善举，

以及本会董事与工作组成员的支持捐

助。



线上讲座系列 # 10

“新冠肺炎疫苗该不该接种?”

随着首批新冠肺炎疫苗运抵马来西

亚，我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在2021年2月下旬

开始分阶段进行，为抗疫征程迎来曙光。

全民履行公民责任参与疫苗接种计划，将

促使我国实现群体免疫效果，阻断病毒传

染链，减低感染及死亡率，控制疫情，协

助我们尽快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

本会在2021年3月20日（星期六）上午

11时至中午12时，举办“新冠肺炎疫苗该

不该接种?”线上讲座，邀请马来西亚布特

拉大学医学院的符芳基副教授分享疫苗的

种类、有效性、禁忌、安全性、副作用等

课题。符芳基副教授是普内科与神经内科

专科医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中风委员会

主席。线上讲座的主持人为本会福利组副

主任拿督王泰贤。

本会福利组主任傅桂洋在致词时表

示，除了关注工商经济课题，本会也一直

在社会福利慈善工作上不遗余力。除了捐

献款项给慈善福利团体，举办聚餐会招待

老人院和孤儿院的长者与幼小们，本会也

定期举办医药保健课题的讲座。他说，希

望在了解新冠疫苗各方面的讯息后，大家

对于接种疫苗不会产生抗拒。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符芳基医生强调，防疫疫苗是安全

及有效的，好处大于风险及副作用。根据

各项医学报告显示，疫苗能有效遏制疫情

扩散，通过80%人口施打疫苗能抑压染病

率，实现群体免疫，保护自己，还能保护

因特殊因素而未能接种疫苗的人士。

符芳基医生指出，高风险群体包括心

脏、糖尿、肾病等的病患者、肥胖者，甚

至冠病康复者皆需要接种疫苗。高风险群

体一旦感染冠病，死亡率与重症率会比一

般人来得更高。对食物、药物或环境严重

过敏，甚至休克的人士，免疫系统有问题

的病人则不适合接种疫苗。符医生表示，

施种疫苗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疲

劳、头痛、怕冷、发烧、关节痛等，但不

会很严重，只有极少出现不良反应的案

例，疗效远超副作用。

符芳基医生也分享了在布特拉大学接

种第一剂疫苗的经历及体验。

开斋节慈善捐献活动

配合开斋节的来临，本会在2021年5
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时，颁发3千令

吉的捐款支票给吉隆坡甘榜峇 鲁占美清

真寺（Masjid Jamek Kampung Baru Kuala 
Lumpur）委员会，以援助和协助10户贫困

家庭维持基本生活。

本会希望在斋戒月期间略尽棉力、向

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响应捐献扶贫。

另，本会在2021年10月27日（星期

三）上午11时拜访淡江孤儿院，分发总值

为3千290令吉的捐款和青包予孤儿院管理

层和孤儿们。

本会慈善公益组主任拿督王泰贤在

致词时表示，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除了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外，本会也履行社

会责任。本会希望藉此活动抛砖引玉，鼓

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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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下，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提供即时的援

助，有助照顾及维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

生活素质及需要。

淡江孤儿院总秘书莫哈末扎哈尔阿

都沙末（Tuan Haji Mohd Zahar Bin Abdul  
Samad）在致词时感谢本会连续37年给予支

持和援助，同时略述孤儿院因疫情影响下

的发展近况。

支援抗疫  捐赠医疗设备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峻，确诊病

例、重症人数剧增，导致我国专治新冠肺

慈
善

公
益

组

2021年常年报告书57



炎医院的医疗系统难以负荷而濒临崩溃窘

境，在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的号召和福

利组主任傅桂洋的呼吁下，本会董事及工

作组成员在紧要关头慷慨解囊，在短短两

天内筹足所需以捐赠迫切需要的医疗设备

给双溪毛糯医院的加护病房（ICU）。

经了解院方需求后，本会通过星洲日

报基金会订购捐赠总值为50万2千令吉的医

疗器材，这包括2套中央监控系统（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 CMS）及5张ICU病床。

此医疗设备已于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送抵双溪毛糯医院。

本会会长丹斯里戴良业表示，马来
西亚如今正处于疫情最严峻的时刻，看着
每天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令人无不悲痛。

时间就是生命，救治刻不容缓。会长感谢
本会董事们积极响应这次的捐献活动，在
危难关头以实际行动施予援手，在短时间
内迅速地为双溪毛糯医院募得款项购买所
需医疗设备，体现不分彼此、同舟共济的
团结精神。他也说，“支援抗疫，人人有
责”，除了捐助以外，最重要还是每个人
要谨守标准作业程序（SOP），尽快接种
疫苗，以断绝病毒传播链的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本会以实
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为抗击疫情尽一分
力。同时，也希望此捐献行动能抛砖引
玉，鼓励、集结更多热心人士及私人企业
雪中送炭，齐心协力支援坚守岗位、不眠
不休的医护前线，以及保障公共卫生的利
益。

隆雪中总捐赠医疗设备征信录
（截至30-06-2021）

序 捐款单位 捐款 (RM)
1 KLSCCCI Welfare Fund 70,500
2 Muda Paper Mills Sdn. Bhd. (Datuk Wira Lim Chiun Cheong) 30,000
3 Sunsuria City Sdn. Bhd. (Tan Sri Datuk Ter Leong Yap) 30,000
4 Tomei Gold & Jewellery Holdings (M) Sdn. Bhd. (Datuk Ng Yih Pyng) 30,000
5 Dr. Chia Song Kun 20,000
6 Lion-Parkson Foundation (Puan Sri Chelsia Chan Chau Ha) 20,000
7 Novamas Enterprise Sdn. Bhd. (Mr. Foo Kooi Siong) 20,000
8 Ong Brothers Petroleum Sdn. Bhd. (Dato' Barry Ong Thai Hean) 15,000
9 Ann Joo Metal Sdn. Bhd. (Dato' Lim Kiam Lam) 10,000
10 Engtex Sdn. Bhd. (Dato' Ng Hook) 10,000
11 Focus Point Vision Care Group Sdn. Bhd. (Dato' Liaw Choon Liang) 10,000
12 Mr. Gan Chooi Yang (Yanki Regan) 10,000
13 J.M. Chong, Vincent Chee & Co. (Mr. Chong Jee Min) 10,000
14 Mr. Jimmy 10,000
15 Michael Chai & Co. (Mr. Michael Chai Woon Chew) 10,000
16 Mr. Ng BH 10,000
17 Rentak Flora Sdn. Bhd. (Dato' Tan Tian Meng) 10,000
18 Sin Lian Tat Hardware Sdn. Bhd. (Mr. Lee Koing) 10,000
19 Tan Sri Dato' Teo Chiang Kok 10,000
20 Mr. Teoh Kok Lin 10,000
21 Unique Diamond Sdn. Bhd. (Mr. Gan Boon Khi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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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捐款单位 捐款 (RM)
22 Airmatic Machinery Sdn. Bhd. (Mr. Chow Kwok Kow) 5,000
23 Ammolite Furniture Sdn. Bhd. (Dato' Tay Sim Kim) 5,000
24 Datuk Chan Mung Bong 5,000
25 Datuk Albert Chiang Heng Kieng 5,000
26 Mr. Chua Ngeun Lok 5,000
27 Classic Palm Oil Mill Sdn. Bhd. (Dato' Tan Chee Chuan) 5,000
28 Engtex Marketing Sdn. Bhd. (Mr. Ng SG) 5,000
29 Kwong Yuen Machinery & Hardware (1976) Sdn. Bhd. (Mr. Soong Wing Hong) 5,000
30 Datuk Wira Richard Lau Chi Chiang 5,000
31 Lintrachem Enterprise Sdn. Bhd. (Dato' Lim Tai Soon) 5,000
32 Persatuan Pemborong-Pemborong Beras Malaysia (Mr. Ng Chee Len) 5,000
33 Seatech Ventures Corp (Mr. Chin Chee Seong) 5,000
34 Selangor & Federal Territory Machinery Merchants Association (SAFMA) 5,000
35 Mr. Tan Kar Peng 5,000
36 Mr. Tan Yew Jin 5,000
37 Mr. Yap LS 5,000
38 Yee Lee Trading Co. Sdn. Bhd. (Mr. Lim Kim Kow) 5,000
39 Mr. Yoong Yan Pin 5,000
40 KLSCCCI Young Entrepreneurs Committee 3,200
41 Mr. Lee Yew Chen 3,000
42 Mdm. Shirley Tay Bee Koo 3,000
43 Ms. Serena Cheng Hui Ya 2,500
44 Art WeMe Sdn. Bhd. (Mdm. Liew Su Fei) 2,000
45 Mr. John Chai Jone Fuu 2,000
46 Ms. Natalie Cheng Hui Yen 2,000
47 Ms. Vivien Cheng Hui Yuen 2,000
48 Mr. Chong Khai Siang 2,000
49 Mr. Choong Pin Hoong 2,000
50 Datuk Chua Sai Man 2,000
51 Mr. Eric Ku Yee Fei 2,000
52 Ms. Jacqueline Lee Pei Ling 2,000
53 Ms. Michelle Siow Lee Ching 2,000
54 Mr. Dominic Tan Pei Wei 2,000
55 Ms. Ter Shin Nie 2,000
56 Mr. Wilfred Wong Vui Hiung 2,000
57 Mr. Gerald Choong Pin Han 1,000
58 Mr. Christopher Leong Yew Chong 1,000
59 Mdm. Ng Yee Kim 1,000
60 Mr. Bryan Ng Yih Miin 1,000
61 Mr. Calvin Soh 1,000
62 Mdm. Irene Yong Lai Wah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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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支持及赞助PSPK设置 

Community Kitchen

在获悉鹅麦区的居民因缺钱购买瓦斯、行

动不便等因素，而没有能力在收到食品援助下准

备三餐后，本会支持及赞助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

服务及社区发展协会 [Pertubuhan Perkhidmatan 
Sosial & Pembangunan Komuniti Daerah Gombak, 
Selangor (PSPK)] 设置Community Kitchen，协助

PSPK购置Chiller及烹煮所需的器具，费用为1万

8千550令吉。

PSPK每天派发250份午餐饭盒。援助的对象

不分种族及身份，包括单亲妈妈与孩子、贫困居

民、难民等。

本会慈善公益组主任拿督王泰贤和国际贸

易及工业组兼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蔡宗甫在

2021年8月22日（星期日）前往PSPK派送物资给

弱势群体。PSPK主席Henry Sandanam在当天汇

报了厨房操作、午餐派发安排等详情。

隆雪中总 

《迎国庆送温暖  同舟共济献

爱心》

本会邀得17个社区居民协会、非

政府组织（NGOs）等合作，协助物

色及推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失去

收入来源、家庭负担沉重的各族人士

及家庭。

本会在2021年8月19日（星期

四）上午11时举行隆雪中总《迎国庆

送温暖  同舟共济献爱心》线上启动仪

式，邀请董事、社区居民协会和非政

府组织，以及媒体代表出席。

本会会长拿督吴逸平表示，在过

去的这段日子，社会各界守望相助，

不分你我的雪中送炭，从支援医疗体

系，到接济社会大众，许多人都陆续

投入了大量资源，大家同舟共济、共

渡难关。长达17个月的抗疫，难免令

人感到疲惫无力。面对无奈，我们可

以叹气，但他呼吁大家不要放弃。再

怎样都要坚持下去，走过逆境就是顺

境。本会慈善公益组主任拿督王泰贤

也于会上汇报活动的详情。

包装物资工作在2021年8月20日

完成后，本会分别在2021年8月21日

及22日派送共1千140份物资予雪隆一

带的受惠群体，并进行简单的捐赠仪

式。

本会衷心感谢支持单位合众机构

和百盛，以及积极响应、支持与捐献

序 捐款单位 捐款 (RM)
63 Mdm. Yong Yee Ching 1,000
64 Mr. Lim Hao Chieh 500
65 Mdm. Teoh Siew Chin 500
66 Ms. Yeo Lee Chern 500
67 Vtec Print (Mr. Vincent Cheong Vin Hong) 300慈

善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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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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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团体及企业，使这项活动顺利开展，

以实际行动向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施予援手，进

而圆满完成。

衷心感谢

1. 合众机构

2. 百盛

3. 隆雪中总董事（捐献）

4. 义利

5. Dagang Mewah Sdn. Bhd.
6. 星合包装工业（马）有限公司

7. 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

8. 沙登华团联合总会

9. Kampung Orang Asli Bukit Lagong
10. Kawasan Rukun Tetangga (KRT) Kampung 

Sri Indah B
11. 隆雪果农公会

12. 沙登新村管理委员会

13. 双溪毛糯慈善暨教育基金会

14. 根登居民协会（朝阳）

15. 沙登大学岭中元协会

16. 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务及社区发展协会

17. 协德温馨之家

18. 史里肯邦安福利组

19. 沙登岭华小

20. 沙登埠公民华小

21. 沙登新村华小（一校）

22. 马来西亚佛教善导总会

23. Victorious Living Assembly 
24. 隆雪中总青商团及义工（物资包装工作）

25. 隆雪中总董事及组员（捐赠仪式）

26. 隆雪中总秘书处

27. 其他支持及贡献的单位

物资项目

1. 白米      7. 食盐

2. 食用油     8. 茄汁豆罐头

3. 美禄      9. 饼干

4. 米粉      10. 快熟面

5. 面粉      11. 成人口罩

6. 白糖     12. 面包

线上讲座系列#16

“如何避开诈骗套路?”

互联网的种种便利，给社会的进

步注入巨大的活力，同时也为我们国家

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然而，层

出不穷的诈骗案件日益猖狂，屡禁不

止。

配合警方在2021年11月初旬推介的

防范网络罪案醒觉运动，本会在2021年

11月30日（星期二）上午11时30分，举

办“如何避开诈骗套路？”线上讲座，

协助宣导增强大众对诈骗手法的认知，

提高社会的防范意识。

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社团刑

事调查支部主任叶玉萍警监精简分享了

防范诈骗陷阱的资讯和贴士。线上讲座

的主持人是本会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

本会会长拿督吴逸平在致词时促

请政府，在捍卫全民利益和维护国家安

全的前提下，积极落实网络安全计划

（Cyber SAFE）的各项措施，灌输全民

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观念，联手共造安

全网络世界。拿督吴逸平也呼吁本会会

员把提高社会防范诈骗意识，作为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对内提高职员

的警觉，对外与顾客分享有关方面的资

讯，共同守护大众的利益。

叶玉萍警监提供诈骗集团常用的

手段，包括电话诈骗（澳门骗局）、爱

情或包裹诈骗、商业电邮骗局、网络

钓鱼手法、银行转账验证码（TAC）诈

骗、钱驴等。叶警监表示，在线诈骗案

并未瞄准特定的大马人为目标，只要当

事人和诈骗份子联系和回应对方，就有

可能成为受害者。叶警监提醒，警方绝

不会要求民众汇款至任何的私人账户，

反之会要求使用邮政汇票（Wang Pos）

或汇票（Kiriman Wang）。同时，警方

只会锁定目标，直接登门逮捕，不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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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何的通知。叶玉萍警监劝请大众需谨

慎保护好个人的银行账户以免成为钱驴。

隆雪中总赈灾行动

在12月全国多地传出水灾灾情后，本

会会长拿督吴逸平第一时间全面投入隆雪

大水灾的赈灾行动。会长拿督吴逸平带领

本会统筹赈灾款项，以及着手协调和部署

赈灾行动，尽一份绵力协助受水灾影响的

各族灾黎渡过艰辛时刻。

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拨款

5万令吉的抛砖引玉下，本会也成功筹措一

笔善款。

本 会 邀 得 非 政 府 组 织 ， 雪 兰

莪 州 鹅 麦 县 社 会 服 务 及 社 区 发 展 协

会 [Pertubuhan Perkhidmatan Sosial &  
Pembangunan Komuniti Daerah Gombak,  
Selangor (PSPK)] 携手合作、圈定灾区，并

邀得当地民间组织协助各族受灾户的鉴定

和登记。

本会从募款中支出12万令吉用作灾黎

援助金，向灾区内被鉴定的600户家庭派发

每份200令吉的现金礼券，让灾民购买所需

的粮食、日常用品等。

随着PSPK亲临灾区视察后，本会与巴

生中总进一步沟通赈灾行动下，最终圈定

发放援助金的4个灾区，即莎亚南太子园、

巴生加埔和巴生中路、蒲种甘榜登雅及龙

溪（Taman Dato’ Maniam & Taman Desa 
Dengkil）。同时，本会也接纳PSPK所建议

的援助金派发路线，确保援助金确切地交

至灾民，也避免过程中出现群聚。

至于灾区清理支援行动方面，本会则

从募款所得，分配1万4千078令吉添购清理

工作所须设备、清洗器具等。

在PSPK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协助下，

成功召集一组大学志愿者在2021年12月24
日（星期五），投入及协助蒲种甘榜登雅

灾黎清理家园的工作。同时，本会慈善公

益组和青商团成员联合大学志愿者、义工

等，在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协助莎

亚南太子园廉价组屋的住户清理家园。

本会衷心感谢积极响应、支持与慷慨

解囊的本会董事及工作组组员，使赈灾行

动顺利进行。征信录如下：

20,000 吴逸平

10,000 戴良业、陈秋霞、林俊聪

5,000 廖俊亮、蔡元禄

3,000 蔡文洲、王泰贤

2,000 傅桂洋、陈嘉斌、张庆兴、

 张国林、周国球

1,000 锺旺添、宋永康、谢佩华

500 张耀凤、张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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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团
《携手抗疫，慈善一起走》 

真情暖人间

由隆雪中总青商团举办的《携手抗

疫，慈善一起走》慈善活动于2021年7月

21日至7月31日进行。这项活动主要目的

是为有经济困难的人士提供暂时性膳食支

援、帮助需要解决“三餐”，燃眉之急的

人士及艰苦家庭，共度疫情难关。同时希

望能留住生命，鼓励艰苦人士熬过这艰难

时期。

此 活 动 是 通 过 位 于 史 里 肯 邦 安 的 

Pasaraya Grand Union的配合，每日下午

2时30分至4时正将物资分派给需要的人

士。每人只限索取四样物品，先到先得，

派完为止。此活动共派发予672位人士。

与森中总青商团视频

交流会

隆 雪 中 总 青 商 团 与 森

美兰中华总商会（森中总）

青 商 团 于 2 0 2 1 年 9 月 1 5 日 

（星期三）晚上8时30分，通

过Zoom会议平台进行视讯交

流会。

此项交流会的宗旨在于

促进各州中华总商会青商团

之间的合作联系和凝聚力，

从而开拓商机。交流会出席

者约有29人，并由青商团团长锺秉宏和森

中总青商团团长准拿督李荣耀率领进行，

过程融洽。

参观唯美艺术画廊

隆雪中总青商团执委于2021年10月

15日（星期五）组团参观唯美艺术画廊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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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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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会青

商团团长锺秉宏率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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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广招2021年隆雪中总会员

在2021年，本会一共招徕了82位新

会员，46位会员申请退会及2位自动取消

会员籍。入会会员详情如下：

杰出 永久 普通 总数

商团 1 1

公司 1 45 22 68

个人 1 5 6
附属 2 5 7

82

64

隆雪中总脸书
 

本会于2021-2024年度董事脑力激荡

工作营上建议提升社交媒体及品牌，增加

本会社交媒体平台流量及广告收入。这项

建议对策由总务组及品牌策略及广招会员

组负责，提升本会的网页、商讯及社交媒

体专页，丰富社交媒体平台内容。

隆雪中总脸书脸书专页从2021年1月 

1日到2021年12月31日，共上载了301个

贴文，包括26支影片和89张制图贴文。同

时，也进行了8场线上讲座直播。

期 间 ， 隆 雪 中 总 脸 书 专 页 的 追 踪

（Followers）共增加了716人，达3,014
人；而粉丝人数（即按赞“Liked”人

数）为2,598人，增加了525人。



2
0
2
1
-2

0
2
4
年

度
线

上
董

事
脑

力
激

荡
工

作
营

2021年常年报告书65

配 合 新

届董事会的产

生，本会已于

2021年7月31
日（星期六）

上 午 9 时 3 0
分举行2021-
2024年度线上

董事脑力激荡

工作营及线上

第2次董事会

议，以讨论本

会2021至2024
年之工作方针

与规划。

在脑力激荡工作营开始前，环境、社会

及管治组主任张国林先分享其对马来西亚经

济发展的展望。他指出，我国经历三波新冠

疫情大爆发，冠病病例居高不下和封闭经济

防疫策略已对民生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民

间更是发起白旗运动互助自救。

在短期内，他相信随着我国人流管制措

施逐步放宽、国家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继续迅

速推进，加上强劲出口增长及财政与货币政

策支持，预料可支撑我国经济在明年复苏。

但在长期，随着我国外来直接投资大跌，这

需要从政策和各个结构性方面进行广泛改

革，以重振马来西亚投资信誉并促进经济增

长。

此脑力激荡工作营主题为“转型、数字

化、腾飞”，主要探讨课题为：

 (i)	 如何加强隆雪中总未来的财务规划及开

源节流措施；

 (ii)	 如何延续和加速隆雪中总秘书处的升级

和转型；

 (iii)	 如何增强隆雪中总在商团和政府的影响

力；

 (iv)	 如何大幅度增强隆雪中总在青商界的影

响力；

 (v)	 如何加强价值予本会会员、商界及商业

团体；及

 (vi)	 如何帮助及支持隆雪中总会员在疫情之

下创新、转型、求生和持续壮大。

所有董事通过虚拟会议积极投入参与讨

论，发表短期、中期及长期目标，提供详尽

意见，各自针对有关课题拟定了3大项目。

会长拿督吴逸平在总结发言时感谢各位

董事在百忙中拨冗出席脑力激荡工作营，为

商会的6大方向，拟定3年计划。这是本会首

次的线上脑力激荡工作营。他相信在综合各

个课题所呈现的项目后，本会的工作小组会

更有效地执行与跟进工作。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正确的价值观，随着

时代的进步，拿督吴逸平期许各位董事莫忘

创办商会的初衷，本着利群的思想，服务会

员。他认为董事会必须具备高瞻视野，秘书

处必须拥有高效执行力以完成上述目标。

最后，拿督吴逸平呼吁各位董事及秘书

处同仁对脑力激荡工作营讨论后的议决，给

予最大的支持，调整心态，重新出发，坚定

改革，接受挑战，一起努力加油，为本会创

造更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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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名誉会长	 ：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丹斯里拿督斯里乌达玛锺廷森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名誉会长	 ：	 拿督林国璋局绅

	 	 丹斯里拿督斯里李爱贤

	 	 谢松坤博士

	 	 丹斯里拿督林宽城

	 	 拿督李耀祖

顾问	 ：	 缪进新	

	 	 杨耀才博士

	 	 宋兆棠硕士

	 	 拿督陈怀安

	 	 拿督蔡国治

	 	 陈凯希*

	 	 邱维斌

会长	 ：	 拿督吴逸平	(4/4)**
署理会长	 ：	 蔡文洲律师	(4/4)
副会长兼建筑、地产及基建组主任	 ：	 丹斯里拿督张昌国	(3/4)
副会长	 ：	 拿督林建南	(2/4)
	 	 拿督陈镇明	(4/4)
	 	 潘斯里陈秋霞	(4/4)
	 	 拿督廖俊亮	(4/4)
总秘书	 ：	 傅桂洋	(4/4)
财政兼马中经贸委员会主席	 ：	 拿督威拉林俊聪	(3/4)
第一副总秘书	 ：	 陈嘉斌律师	(4/4)
第二副总秘书	 ：	 拿督张兴庆	(4/4)
副财政	 ：	 蔡元禄	(4/4)
国际贸易及工业组主任	 ：	 拿督萧健皓博士	(4/4)
商业组主任	 ：	 郑美菇	(4/4)
法律组主任	 ：	 张裕民律师	(4/4)
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	 ：	 颜文钦	(4/4)
环境、社会及管治组主任	 ：	 张国林硕士	(4/4)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主任	 ：	 李有全硕士	(2/4)
旅游业组主任	 ：	 颜祖耀	(4/4)
农业及原产业组主任	 ：	 锺旺添	(3/4)
中小型企业组主任						 ：	 陈棋雄	(4/4)
数字经济组主任	 ：	 邱煜峰	(3/4)
女企业家组主任	 ：	 刘舒菲	(4/4)
国民团结组主任	 ：	 拿督威拉刘志强	(4/4)
文教组主任	 ：	 宋永康	(4/4)
慈善公益组主任	 ：	 拿督王泰贤	(4/4)
青商团团长	 ：	 锺秉宏	(4/4)
品牌策略及广招会员组主任	 ：	 张凯翔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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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兼人力资源组副主任	 ：	 蔡宗甫	(4/4)
商业组副主任	 ：	 黄毓晶	(4/4)
旅游业组副主任	 ：	 王伟雄	(3/4)
农业及原产业组副主任	 ：	 林振泉	(3/4)
马中经贸委员会副主席	 ：	 拿督曾茂旺	(4/4)
国民团结组副主任	 ：	 陈嘉辉	(4/4)
文教组副主任	 ：	 林敬蛟	(4/4)
慈善公益组副主任	 ：	 周国球	(4/4)

董   事

丹斯里拿督宋兆雄	(0/4)	 拿督郑生金	(3/4)	 拿督黄福	 (3/4)	 拿督黄位寅	(3/4)
拿督林泰顺	 	 (3/4)	 拿督陈际春	(1/4)	 拿督蔡世文	 (2/4)	 李文彪	 (4/4)
拿督林成国	 	 (4/4)	 拿督关鸿威	(1/1)

*     陈凯希于2022年2月22日往生。

**			从2021年7月份至2021年12月份董事会出席率。

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副主任	 ：	 陈耀彬	(2/2)

法律组副主任	 	 ：	 何富华律师	(0/2)

环境、社会及管治组副主任	 ：	 梁淑美	(1/2)

建筑、地产及基建组副主任	 ：	 王俊福	(0/2)	 陈真明	(2/2)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副主任	 ：	 张伟鸿	(2/2)	 叶冠名	(1/1)

中小型企业组副主任	 	 ：	 吴健雄	(2/2)

数字经济组副主任	 	 ：	 林国兴	(1/2)	 邱谊辉	(2/2)

女企业家组副主任	 	 ：	 曾丽莲	(2/2)

青商团副团长	 	 ：	 萧莉倩	(2/2)	 陈旆维	(2/2)

本会各组组员名单 (恕不称呼)

(以2021年12月31日为准)

1.	 总务组

顾问	 ：	吴逸平				蔡文洲				张昌国				

	 	 林建南				陈镇明				陈秋霞

	 	 廖俊亮

总秘书	 ：	傅桂洋

第一副总秘书	：	陈嘉斌

第二副总秘书	：	张兴庆

组员	 ：	林俊聪				蔡元禄				郑生金

	 	 黄			福

2.		 财务策划组

顾问	 ：	林建南				廖俊亮				郑生金

	 	 黄			福

财政	 ：	林俊聪

副财政	 ：	蔡元禄

组员	 ：	傅桂洋				陈嘉斌				张国林

	 	 颜祖耀				邱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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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贸易及工业组

顾问	 ：	林建南				颜文钦				宋兆雄

主任	 ：	萧健皓

副主任	 ：	蔡宗甫				陈耀彬

组员	 ：	曾茂旺				黄位寅				林成国

	 	 李文彪				欧家强				张富祥

	 	 邓富文				郑秉贵				高桂莲

	 	 王吇俪				朱运全				郑翔鍏

	 	 丘国良				曾尔略				黄业益

4.	 商业组

顾问	 ：	廖俊亮				张兴庆				郑生金

主任	 ：	郑美菇

副主任	 ：	黄毓晶

组员	 ：	李文彪				张进泰				李恩恩

	 	 陈宗原				余美健				林玉晶

	 	 颜生建				郭树恩

5.	 法律组

顾问	 ：	陈怀安				蔡文洲				陈嘉斌

主任	 ：	张裕民

副主任	 ：	何富华

组员	 ：	颜君毅				赖爱秀				陈鎵煋

	 	 贺钰豪				陈斾维

6.	 人力资源发展组

主任	 ：	颜文钦

副主任	 ：	蔡宗甫

组员	 ：	锺旺添				刘志强				莫壮俊

	 	 张勇尊				符妙姬				李泉氚

	 	 黎耀家				邹正修				陈世安

7.	 环境、社会及管治组

主任	 ：	张国林

副主任	 ：	梁淑美

组员	 ：	林俊聪				萧健皓				颜文钦

	 	 邱煜峰				王泰贤				林国兴

	 	 Michael	Greenall				张伟杰

	 	 张嘉程				邱家耀				彭庆萍

	 	

8.	 建筑、地产及基建组

顾问	 ：	蔡文洲				林建南				陈镇明

主任	 ：	张昌国

副主任	 ：	王俊福				陈真明

组员	 ：	宋兆棠				陈嘉斌				李有全

	 	 刘志强				关鸿威				黄振兴

	 	 欧家强				林金隆				锺秉翰

	 	 丘福康				林绅飞				杨丹慧

	 	 傅承崇				王招宪				傅泰荣

	 	 张谦裕				何振顺				黄绘达

	 	 洪				安				李国豪				

9.	 金融及资本市场组

顾问	 ：	张昌国				陈秋霞

主任	 ：	李有全

副主任	 ：	张伟鸿				叶冠名

组员	 ：	吴健雄				邱谊辉				陈骏贤

	 	 童志隆				郭树恩				张梦莹				

	 	 陈业成				锺惠雅				刘淑娟	

	 	 汤絜惠				陈福财				陈志伦	

	 	 Olivia Lim				Shahrin Sharil									

10.	 旅游业组

主任	 ：	颜祖耀

副主任	 ：	王伟雄

组员	 ：	张兴庆				曾茂旺				郑生金

	 	 欧阳羱瑱				吴文华				吴俊强

	 	 潘艳虹				王建斐

11.	 农业及原产业组

顾问	 ：	吴子联

主任	 ：	锺旺添

副主任	 ：	林振泉

组员	 ：	刘志强				黄位寅				朱乾海

	 	 黄俊仪				王今仲				林伟彦

	 	 胡文志				蔡依锰				黄运新

	 	 陈俊宏				林卯顺				黎捷权

	 	 邹正修				赖少平				王展辉

	 	 李心怡				黄佩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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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小型企业组

顾问	 ：	廖俊亮

主任	 ：	陈棋雄

副主任	 ：	吴健雄

组员	 ：	黄毓晶				曾茂旺				陈嘉辉

	 	 黄位寅				张伟鸿				邱谊辉				

	 	 张永基				胡雅福				石天保				

	 	 黄公龙				丘国良				黄业益				

	 	 何瑞斌				罗名耀				蔡慧芳

	 	 张梦莹				蘓宏绅				石蕙

13.	 数字经济组

顾问	 ：	张国林

主任	 ：	邱煜峰

副主任	 ：	林国兴				邱谊辉

组员	 ：	蔡宗甫				杨正超				黄公龙

	 	 黄伟明				王能杰				庄君旭

	 	 宋志运				覃立宗				卢孔燐

	 	 陈美璇				黄绍铭				陈奕强

	 	 方蔚怡				林佩霓				阮鈱尧

14.	女企业家组

顾问	 ：	陈秋霞

主任	 ：	刘舒菲

副主任	 ：	曾丽莲

组员	 ：	王吇俪				谢秀卿				陈欣怡

	 	 童巧贤				叶素怡				李美芝

	 	 黄佩菱				郑筱旌				刘翠仪

15.	 马中经贸委员会

顾问	 ：	蔡文洲				陈镇明				邱维斌

主席	 ：	林俊聪

副主席	 ：	曾茂旺

委员	 ：	颜文钦				陈棋雄				林敬蛟

	 	 林成国				林号杰

16.	 国民团结组

顾问	 ：	陈镇明				郑生金

主任	 ：	刘志强

副主任	 ：	陈嘉辉

组员	 ：	王伟雄				林敬蛟				林吉庆

	 	 戴振标				王珧徨				张仲华

	 	 张永康				林勇忠				曾成源

	 	 汤山仁				尤筝薇				赖光荣

	 	 陈国展

17.	 文教组

顾问	 ：	邱维斌				蔡元禄				林泰顺

主任	 ：	宋永康

副主任	 ：	林敬蛟

组员	 ：	刘舒菲				黄位寅				邱谊辉

	 	 蔡少杰				陈春福

18.	 慈善公益组

顾问	 ：	宋兆棠				傅桂洋				黄位寅

主任	 ：	王泰贤

副主任	 ：	周国球

组员	 ：	锺旺添				宋永康				林吉庆

	 	 张耀凤				张永康				谢佩华

	 	 张仲华				胡焕榕				林天雄

19.	 青商团

顾问	 ：	吴逸平

团长	 ：	锺秉宏

副团长	 ：	萧莉倩				陈斾维

执委	 ：	刘舒菲				张凯翔				蔡宗甫

	 	 张永康				邓富文				林绅飞

	 	 张芷薇				叶福来				梁耀聪

	 	 黄佩菱				潘艳虹				陈韵如

	 	 朱运全				李崇詠				曾尔略

	 	 王建达				谢䄫驊				李伟生

	 	 夏巧娟				周龙进				陈仁丰

	 	 叶明芳

20.	 品牌策略及广招会员组

主任	 ：	张凯翔

组员	 ：	邱煜峰				刘舒菲				锺秉宏

	 	 蔡宗甫				周健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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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本会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商机，工业组举办系列线上商机交流

会（03.02.2021）。

国民团结组举办

《英雄奖》3.0读

后感征文比赛及

网上投选最受欢

迎英雄奖颁奖典

礼，邀请国家团结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郑联科上议员为主宾（17.04.2021）。

本会通过星洲日报基

金会订购捐赠总值50

万2千令吉的医疗器

材 予 双 溪 毛 糯 医 院

（15.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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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2021）。

青 商 团 举 办 《 携 手 抗

疫 ， 慈 善 一 起 走 》 慈 善

活动，主要为有经济困难

的 人 士 提 供 暂 时 性 膳 食

支援，帮助需要解决“三 

餐”、燃眉之急的人士及

艰苦家庭，共度疫情难关

（21~31.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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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会 与 雪 州 资 讯 科 技 及

数码经济机构（SIDEC）

联 办 “ 雪 州 中 小 企 业 数

码配对补贴论坛14”线上

座 谈 会 ， 特 别 邀 请 嘉 宾

分 享 有 关 数 字 解 决 方 案

（10.09.2021）。



为 了 让 企 业

商家们认识了

解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协定，掌握

如何应对及做

好准备迎接这

项协定，商业

组在其面子书

专页直播了一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越东盟迈向世界—企业如何从中获

益？” 线上讲座（21.09.2021）。

本会与合作伙伴联昌回教银行（CIMB Islamic Bank Berhad）举办“中

小企业融资方案”线上讲座（08.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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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及原产业组与友

会农业组举行线上交

流会，旨在促进各州

属中总农业组之间的

联谊交流以及拓展商

机（15.10.2021）。



金 融 及 资 本 市

场组举办“2022
年 马 来 西 亚 财

政 预 算 案 ” 线

上 讲 座 ， 由 税

务 专 家 分 享 有

关 在 最 新 公 布

之 财 政 预 算 案

中 的 各 种 税 收

的信息（1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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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会 与 厦 门 大

学 马 来 西 亚 分

校 举 行 线 上 签

署 合 作 备 忘

录 。 双 方 也 正

式 建 立 策 略 伙

伴 关 系 。 首 要

目 标 是 协 助 企

业 家 尤 其 中 小

型 企 业 ， 拓 展

工 商 管 理 的 专

业知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并学以致用，成功拓展企业业务（24.11.2021）。

旅游业组拜会雪州行政议员YB许来贤，以了解雪州现有

的旅游业资源（15.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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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ncil,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t out on pages 80 to 102 have been drawn 

up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so as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t 31 December 2021 

and of  it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cash flow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           ...................................................................................
          PRESIDENT                             HONORARY SECRETARY GENERAL

           DATUK NG YIH PYNG                          FOO KOOI SIONG

..........................................................................
HONORARY TREASURER

DATUK WIRA LIM CHIUN CHEONG

Kuala Lumpur

15 March 2022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声 明
STATEMENT BY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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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审 计 师 报 告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 CONSOLIDATED FUND

Report on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pinion

We have audit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Chamber”), which comprise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21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its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a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as set out on pages 80 to 102.

In our opinion, the accompan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t 31 December 2021, and of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ts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en 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MPERS”).

Basis for Opinion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ISAs”).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ose standards are 

further described in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ction 

of  our report.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Independence and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We are independent of  the Chamb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y-Laws (on Professional Ethics, Conduct 

and Practice) of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By-Law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thics 

Standards Board for Accountants’ Internat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ce Standards) (“IESBA Code”), and we have fulfilled our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y-Laws and the IESBA Code.

Tel  : +603 2616 2888
Fax : +603 2616 3190 / 3191
www.bdo.my

Level 8
BDO @ Menara CenTARa
360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BDO PLT (LLP0018825-LCA & AF 0206), Chartered Accountants,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is a member of BDO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UK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form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BDO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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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mb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hamber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MPER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such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Council Members 

determine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hamber that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In prepar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the Chamber’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disclosing, as 

applicable, matters related to going concern and using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unless the Council Members either intend to liquidate the Chamber, or to cease operations, or has 

no realistic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ur objectives are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as a whole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and to issue an auditors’ report that includes our opinion. Reasonable assurance 

is a high level of  assurance, bu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an audit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SAs will always detect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n it exists. Misstatements can arise from fraud or error and are considered material if, 

individually or in the aggregate, they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influence the economic 

decisions of  users taken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part of  an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SAs, we 

exercise professional judgement and maintain professional scepticism throughout the audit. We 

also:

(a) Identify and assess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design and perform audit 

procedures responsive to those risks, and obtain audit evidence that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The risk of  not detecting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resulting 

from fraud is higher than for one resulting from error, as fraud may involve collusion, forgery, 

intentional omissions, misrepresentations, or the override of  internal control.

(b)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l control relevant to the audit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the Chamber.

(c)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related disclosures made by the Council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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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onclude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uncil Members’ use of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and,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whether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related to event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Chamber’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If  we conclud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we are required 

to draw attention in our auditors’ report to the relate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or, if  such disclosures are inadequate, to modify our 

opinion. Our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up to the date of  our 

auditors’ report. However, future events or conditions may cause the Chamber to cease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e) Evaluate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including the disclosures, and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represen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in a manner that achieves fair presentation.

We communicate with the Council Members regarding,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planned scope 

and timing of  the audit and significant audit findings, including any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internal control that we identify during our audit.

Other Matters

This report is made solely to the Members of  the Chamber, as a body,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We do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to any other person for the content of  this report.

BDO PLT
LLP0018825-LCA & AF 0206
Chartered Accountants
 
Kuala Lumpur
15 March 2022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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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rt of  an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approved standards on auditing in Malaysia and ISAs, we 

exercise professional judgement and maintain professional scepticism throughout the audit. We 

also: (continued)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 财 务 状 况 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21

	 	 	 	 	 	 	 	 	 					  2021        2020
            NOTE                   RM                     RM
ASSETS		资产

Non-current Asset		非流动资产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产业、厂房及配备	 6 3,779,884 4,371,611

Current Assets		流动资产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	 7 1,239,737 1,266,495
Current tax assets		税收资产	 	 - 5,917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定期存款	 		8 1,684,353 1,904,683
Cash and bank balances		现金及银行存款	 8 817,386 184,141

  3,741,476 3,361,236

TOTAL ASSETS		总资产	 	 7,521,360 7,732,847

ACCUMULATED FUND AND LIABILITIES		累积基金及负债

Accumulated Fund		累积基金

Accumulated Surplus		累积盈余	 											9 1,475,304 1,773,666
Building Fund		会所基金	 											10 4,033,878 4,033,878
Donation Fund		捐款	 11            866,000 866,000

  6,375,182 6,673,544

Non-current Liabilities		非流动负债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13 - 2,183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动负债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应付账款	 		12 1,092,311 1,026,155
Current account with : 	应付
			Council Members - advertisement		董事联名登报费	 	 20,622 5,298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税务  33,245 -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13 - 25,667

  1,146,178 1,057,120

TOTAL LIABILITIES	总负债	 	 1,146,178 1,059,303

TOTAL ACCUMULATED FUND AND LIABILITIES		
总累积基金及负债	 	 7,521,360 7,732,847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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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2021 2020
 NOTE RM RM
INCOME 收入	

Chinese New Year donation 农历新年捐款  17,320 42,400
Donation received 捐款  65,008 47,350
Fees received from certificate of  origin	原产地证明书收费	 	 31,450 34,175
Interest on fixed deposits and money market deposits	
		定期存款及短期基金利息	 	 33,401 58,071
Mahua Literature Award	马华文学奖	 	 4,702 5,596
Management fees received for maintaining
  Wisma Chinese Chamber 大厦管理行政费	 	 290,226 290,226
Members entrance fees	会员入会基金	 	 11,400 8,100
Parking fees	停车场收入	 	 151,949 189,242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273,165 294,006
Subscriptions	会费	 	 414,542 798,997
Sundry income	杂项收入	 	 78,340 71,173
Surplus from other activities	其他活动盈余	 14 1,391,741 388,093

  2,763,244 2,227,429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Advertisement	广告费	 	 (1,092) (975)
Annual General Meeting expenses	会员大会费用	 	 4,007 2,832
Auditors’ remuneration	审计费：
- current year  13,500 13,500
Bank charges	银行费用	 	 2,323 2,031
Cleaning charges	清洁费	 	 9,000 9,640
Computer expenses	电脑维修费	 	 5,650 3,506
Consultation services of  ISO 9001:2015  ISO 9001:2015咨询服务费	 2,120 1,590
Contribution to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ACCCIM”)
			捐助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70,000 70,000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产业、厂房及配备折旧     6 666,459 663,005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771,967 765,129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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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21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continued)

 2021 2020
 NOTE RM RM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771,967 765,129 

Donation to:  捐款予
 Central Welfare Council of  Malaysia 沙登老人院  3,000 2,000
 Malaysia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ree Medical Aid Department 中华施诊所  3,000 2,000
 Hospis Malaysia 马来西亚安宁疗护中心  3,000 2,000
 Kasih Hospice Foundation 慈悲关怀服务会  3,000 2,000
 Masjid Jamek Kampong Bharu  3,000 -
 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 马来西亚盲人协会 3,000 2,000
 Malaysian Red Crescent Society 马来西亚红新月会  3,000 2,000
 Pemegang Amanah Yayasan Kebajikan SSL Strok dan 
 Pembangunan Masyarakat Berdaftar
 修成林中风与社会发展福利基金  3,500 2,500
 Pertubuhan Kebajikan Siri Jayanti 斯里再央地福利组 3,000 1,000
 Pertubuhan Pendidikan Anak-anak Yatim Selangor 淡江孤儿院  2,000 2,000
 Pertubuhan Perkhidmatan Sosial dan Pembangunan Komuniti 
      Daerah Gombak, Selangor (PSPK) 
     雪兰莪州鹅麦县社会服务及社区发展协会  18,550 10,800
 Selangor and Federal Territory Association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雪隆智障协会  3,500 2,500
 Selangor Cheshire Home 济世之家  3,000 2,000
 Shepherd’s Centre Foundation 士毛月牧人之家  3,000 2,000
 Taiwan Buddhist Tzu-Chi Foundation Malaysia  
      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   - 20,000
 Tung Shin Hospital 同善医院  4,500 3,500
 Yayasan Sin Chew  星洲日报基金会  70,500 -
Donation of  medical gloves to China 捐赠医用手套予中国  - 34,800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904,517 85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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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NOTE RM RM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904,517 858,229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公积金																																																	 16 137,242 141,583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就业保险   16 1,496 1,542
Hari Raya ang pow 开斋节青包  1,290 1,980
Impairment loss on other receivables  其他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7 - 50,000
Insurance premium	保险费	 	 35,976 37,067
Interest expense on hire purchase 租购利息  824 2,002
KLSCCCI necktie / scarf  / t-shirt 商会领带	/	丝巾	/	T恤  (742) (318) 
Maintenance of  office equipment		办公室设备维修费	 	 6,811 8,839
Medical fees	医药费	 	 2,167 3,051
Messing 工作餐  670 2,158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书报	 	 844 2,813
Overtime allowance	超时津贴	 	 730 2,223
Postages	邮费	 	 7,772 21,213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印刷及文具	 	 7,860 34,125
Professional fees	顾问费	 	 - 9,232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ritten off
  产业，厂房及配备划销                                                                    6 558 -
Quit rent and assessment 会所地税及门牌税	 	 141,684 141,684
Salaries and bonus	薪水与花红	 																								16 1,096,795 1,147,377
Scholarship 助学金  87,250 103,850
Scholarship processing expenses 教育基金行政费  - 738
Service charges for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大厦管理费	 355,437 355,437
Sewerage charges 排污费																																																																						 10,779 10,185
SOCSO	社会保险	 	16 13,698 14,478
Staff  refreshment	职员茶点	 	 - 84
Staff  welfare	职员福利	 	 73,622 39,236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21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continued)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Balance carried forward	移后页	 	 2,887,280 2,98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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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21 年 度 收 支 平 衡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continued)

 2021 2020
 NOTE RM RM

LESS: EXPENDITURE	开销	 	 	

Balance brought forward	承前页	 	 2,887,280 2,988,808

Subscription to associations	社团会费	 	 3,000 3,000
Sundry expenses	杂费	 	 15,763  12,182
Tax agent’s fees	呈报所得税服务费	 	 4,569 4,569
Telephone and fax	电话与传真	 	 11,886 11,793
Transport expenses	交通费	 	 3,609 3,837
Token of  appreciation  感谢金  12,655 -
Upkeep and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会所维修费	 	 - 1,293
Upkeep of  motor vehicle	车辆维修费	 	 2,791 2,497
Water and electricity	水电费	 	 74,426 83,371

     3,015,979 3,111,350

DEFICIT BEFORE TAXATION 税前不敷  			 (252,735) (883,921)

TAXATION	税务	 																										15  (45,627)  1,563

DEFICI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本年度不敷	 	 (298,362) (88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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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 现 金 流 动 表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2021 2020
         NOTE RM RM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会务活动之现金流	 	 	

Deficit before taxation	税前不敷	 	 (252,735) (883,921)

Adjustments for: 调整项目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产业、厂房及配备折旧	 6 666,459 663,005

 Impairment loss on other receivables 其他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7  - 50,000

 Interest income 利息	 	 (33,401) (58,071)

 Interest expense on hire purchase 租购利息	  824 2,002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ritten off    
 产业、厂房及配备划销       6           558 -

Operating surplus / (deficit) before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现金流结存	/（不敷）		 	 381,705 (226,985)

    Decrease / (Increase) in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之减少	/	（增加）	 		 26,758 (444)

    Increase / (Decrease) in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ccruals

     and current accounts with Council Members - advertisement

   应付账款之增加	/	（减少）  81,480 (87,599)

Cash genarated from / (used in) operations 
来自	/	（用于）会务活动之现金流	 	 489,943 (315,028)

  Tax paid 已付税务  (6,465) (7,763)

  Tax refunded 退回税款  - 56,186

Net cash from / (us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来自	/	（用于）会务活动之现金净额  483,478 (266,605)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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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ompanying note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 现 金 流 动 表 （ 延 续 ）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continued)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投资活动之现金流

 Interest received 利息  33,401 58,071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购买产业、厂房及配备 6 (75,290) (8,050)

 Withdrawal of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with maturity of  more than three (3) months

  取款于银行逾3个月之定期存款 8 290,114 268,380

Net cash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来自投资活动之现金净额  248,225 318,401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筹资活动之现金流

 Repayments of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偿还租购和租赁债权人  (27,850) (24,434)

 Interest paid on hire purchase 已付租购利息  (824) (2,002)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用于筹资活动之现金净额  (28,674) (26,436)

Net in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净增加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703,029 25,360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financial year 

承年初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454,023 428,663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financial year 

承年终现金及现金同等款项                  8 1,157,052 454,023

 2021 2020
 NOTE RM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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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基  金
CONSOLIDATED FU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21

1. GENER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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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gistered address and principal place of  meeting of  the Chamber is at 7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No.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Ringgit Malaysia (“RM”), which is also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of  the Chamber.

2. PRINCIPAL OBJECTIVES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of  the Chamber are as follows:

 2.1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the members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e, industries, mining, 

agricult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other lawful business;

 2.2 to promote so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welfare works;

 2.3 to arbitrate in commercial disputes, to promote stable market conditions, to strengthen 

the unity in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and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war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and

 2.4 to work closely with such other registered societies having objective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amber by way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the aforesaid objectives.

3. BASIS OF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Malaysian Private Entities Reporting Standard (“MPERS”) in Malaysia.

4.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4.1 Basis of account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onsolidated Fund of  the Chamber have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st convention except a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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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conformity with MPERS requires the 

Council Members to make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ffect the reported amounts 

of  assets, liabilitie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disclosures of  contingent assets 

and li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also required to exercise their 

judg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areas involving 

such judgements,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re disclosed in Note 5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lthough these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re based on the Council 

Members’ best knowledge of  events and actions, actual results could differ from those 

estimates.

 4.2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nd depreciation

  All item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initially measured at cost.  Cost includes 

expenditure that i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asset.

  Subsequent costs are included in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or recognised as a 

separate asset, as appropriate, only when the cost is incurred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asset would flow to the Chamber and 

the cost of  the asset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carrying amount of  parts that are 

replaced is derecognised. The costs of  the day-to-day servicing of  an item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costs are incurred. Cost also comprises the initial estimate of  

dismantling and removing the asset and restoring the site on which it is located for 

which the Chamber is obliged to incur when the asset is acquired, if  applicable.

  For major component of  an item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hich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the initial cost 

of  the asset shall be allocated to its major components and depreciate each such 

component separately over its useful life.

  After initial recogniti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except for freehold land are 

stated at cost less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any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es.

  Freehold land has unlimited useful life and therefore is not depreciated.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calculated to write off  the cost of  the assets to their 

residual values on a straight line basis over their estimated useful lives. The principal 

depreciation rates are as follows:

  Building       2%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10%

  Motor vehicle    20%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20%

  Renovation     20%

  Comput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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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idual values, useful lives and depreciation method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financial year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method and period of  depreci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estimates and the expected pattern of  consumption of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in the item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f  

expectations differ from previous estimates, the changes are accounted for as a change 

in accounting estimat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n item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recognised on 

disposal or when no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re expected from its use or dispos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t disposal proceeds, if  any, and the carrying amount is 

includ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4.3 Impairment of non-financial assets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ssets, except for financial asset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indication of  impairment. If  

any such indication exists,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is estimated.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is estimated for an individual asset. Whe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individual asset, the impairment 

test is carried out on the cash generating unit (“CGU”) to which the asset belongs.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n asset or CGU is the higher of  its fair value less cost to 

sell and its value in use.

  In estimating value in use,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inflows and outflows to be derived 

from continuing use of  the asset and from its ultimate disposal are discounted to their 

present value using a pre-tax discount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asset for which the future cash 

flow estimates have not been adjusted.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he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of  the CGU exceeds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asset of  the CGU. The total impairment loss is allocated to reduce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s of  the CGU on a pro-rata basis of  the carrying amount of  each 

asset in the CGU.

  The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mmediately.

  An impairment loss for assets is reversed if, and only if,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the 

estimate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since the last impairment 

loss was recognised.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does 

not exceed the carrying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determined, net of  depreciation 

or amortisation, if  no impairment loss had been recogn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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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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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Provisions

  Provisions are recognised when there is a present obligation, legal or constructive, as 
a result of  a past event, when it is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resources embodying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and a reliable estimate can 
be made of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Where the effect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is material, the amount of  a provision 
will be discounted to its present value at a pre-tax rate that reflects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liability.

  Provisions ar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and adjusted to reflect 
the current best estimate. If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resources 
embodying economic benefi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the provision 
will be reversed.

  Provisions are not recognised for future operating losses. If  the Chamber has a 
contract that is onerous, the present obligation under the contract shall be recognised 
and measured as a provision.

 4.5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a) Finance lease and hire 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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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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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perating 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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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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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hort term employee benefits

   Wages, salarie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paid annual leave, paid sick leave, 

bonuses and non-monetary benefits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in the financial 

year when employees have rendered their services to the Chamber.

   Short term accumulating compensated absences such as paid annual leave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when employees render services that increase their 

entitlement to future compensated absences. Short term non-accumulating 

compensated absences such as sick leave are recognised when the absences occur.

   Bonuses are recognised as an expense when there is a present,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to make such payments,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s and when a reliable 

estimate of  the obligation can be made.

  (b)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The Chamber makes contributions to a statutory provident fund and recognises 

the contribution payable after deducting any contribution already paid as a 

liability and as an expense in the financial year in which the employees render 

their services.

 4.7 Income tax

  Income taxes include all domestic taxes on taxable profit. Taxes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omprise current tax and deferred tax.

  (a) Current tax

   Current tax for current and prior periods, to the extent unpaid, is recognised as 

a current tax liability. If  the amount already paid in respect of  current and prior 

periods exceeds the amount due for those periods, the excess is recognised as a 

current tax asset. 

   Current tax is measured at the amount the Chamber expects to pay or recover 

using the tax rates and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by the 

reporting date.

  (b) Deferred tax

   Deferred tax is recognised for all temporary differences, unless the deferred tax 

arises from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an asset or liability in a transaction which 

is not a business combin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 affects neither 

accounting profit nor taxable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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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cogni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unused tax losses and unused tax credits can be utilised. The carrying 

amount of  deferred tax asset is review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If  

it is no longer probable that sufficien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to allow 

the benefit of  part or all of  that 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 to be utilised,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deferred tax asset would be reduced accordingly. When it 

becomes probable that sufficien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such reductions 

would be reversed to the extent of  the taxable profit.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measured at the tax rates that are expected to 

apply to the year when the asset is realised or the liability is settled, based on the 

tax rates and tax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by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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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credit and are recognised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equity as the transaction that resulted in the tax expense or credit.

  Current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r deferred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when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set off  current tax assets against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and when the deferred income taxes relate to the same taxation authority.

 4.8 Financi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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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financial liability or equity instrument of  another entity.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recognised o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when 

the Chamber has become a party to th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of  the instrument. At 

initial recognition, a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recognised at transaction price, including 

transaction costs if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not measured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xcept a financing transaction. Financing transactions are measured at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uture payments discounted at a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for a 

similar debt instrument.

  (a) Bas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Bas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e cash, receivables and payables, commitments 

to receive loans that cannot be settled net in cash, investments in non-convertible 

preference shares and non-puttable ordinary or preference shares.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shall b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without any deduction for transaction costs that may be incurred on sale or other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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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equent to initial recognition, debts instruments are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whilst commitments to receive a loan are 

measured at cost less impairment.

   A financial asset is derecognised when the contractual right to receive cash flows 

from the financial asset has expired or settled.

   (b) Financial liabilities

   A financial liability is derecognised only when it is extinguished, i.e. when 

the obligation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is discharged, cancelled or expired. An 

exchange between an existing borrower and lender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terms are accounted for as an extinguishment of  the original 

financial liabil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financial liability. Similarly, a 

substantial modification of  the terms of  an existing financial liability is accounted 

for as an extinguishment of  the original financial liabilit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 

new financial liability.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 financial liability extinguished 

or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arty and the consideration paid, including any non-cash 

assets transferred or liabilities assumed,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4.9 Revenue recognition

  Revenue is measured 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or receivable net 

of  discounts and rebates.

  Revenue is recogn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will flow to the Chamber, and the amount of  revenue 

and the cost incurred or to be incurred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 can be reliably 

measured and specific recognition criteria have been met for each of  the Chamber’s 

activities as follows:

  (a) Services rendered

   Revenue is recognised when the services have been rendered to the customer.

  (b) Other types of  fee income

   Other types of  fee income are recognised as it accrues, when the right to receive 

such fee income is established.

  (c) Interes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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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tal income is accounted for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lease term of  an 

ongoing lease. The aggregate cost of  incentives provided to the lessee is recognised 

as reduction of  rental income over the lease term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4.10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A contingent liability is either a possible but uncertain obligation or a present obligation 

that is not recognised becaus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 entity will be required to 

transfer economic benefits in settlement or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cannot be 

estimated reliably. The Chamber does not recognise a contingent liability but discloses 

its existence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unless the possibility of  outflow of  resources 

is remote.

  The Chamber does not recognise a contingent asset but discloses its existence where 

the inflows of  economic benefits are probable, but not virtually certain. When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become virtually certain, the asset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contingent 

and i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5. SIGNIFICANT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JUDGEMENTS

 5.1 Changes in estimates

  Estimates are continually evaluated and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expectations of  future events that are believed to be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stimate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and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5.2 Critical judgement made in applying accounting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 Chamber’s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Council Memb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no critical judgements involved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5.3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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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mation uncertainty at the end of  each reporting period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risk 

of  causing a material adjustment to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within the next financial year.

  (a)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The cost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depreciat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assets’ useful lives. Management estimates the useful live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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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s disclosed in Note 4.2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se are common life expectancies applied in the industry which the Chamber 

operates. Changes in the expected level of  usag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ould impact the economic useful lives and the residual values of  these assets, and 

therefore future depreciation charges could be revised.

  (b)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The Chamber makes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recoverability of  receivables. Impairment is applied to receivables where events 

or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s may not be 

recoverable. Management specifically analyses historical bad debts, receivables 

creditworthiness, current economic trends and changes in receivables payment 

terms when making a judgement to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impairment of  

receivables. Where expectations differ from the original estimates, the differences 

would impac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receivables.

  (c) Deferred tax asset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recognised for all unused tax losses and unabsorbed capital 

allowanc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s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losses and capital allowances could be utilised. 

Significant management judgement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that could be recognised, based on the likely timing and extent 

of  future taxable profits together with future tax planning strategies.

6.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2021

Balance
as at

1.1.2021
RM

Additions
RM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RM

Written-off
RM

Balance
as at

31.12.2021
RM

Carrying amount

Freehold land 422,410 -               - - 422,410

Building 2,803,605 - (112,144) - 2,691,461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58,496 61,398 (17,388) (439) 102,067

Motor vehicle 51,660 -            (17,220) - 34,440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292,985 - (146,490) - 146,495

Renovation 723,377 - (361,686) - 361,691

Computer 19,078 13,892 (11,531) (119) 21,320

4,371,611 75,290 (666,459) (558) 3,77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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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31.12.2021 --------------------]

2021 Cost
RM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RM

Carrying
amount

RM

Freehold land 422,410 -         422,410

Building 9,637,768 (6,946,307) 2,691,461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526,506 (424,439) 102,067

Motor vehicle 86,100 (51,660) 34,440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762,806 (616,311) 146,495

Renovation 2,057,968 (1,696,277) 361,691

Computer 188,759 (167,439) 21,320

13,682,317 (9,902,433) 3,779,884

2020

Balance
as at

1.1.2020
RM

Additions
RM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RM

Balance
as at

31.12.2020
RM

Carrying amount

Freehold land 422,410 -               - 422,410

Building 2,915,750 - (112,145) 2,803,605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75,109 - (16,613) 58,496

Motor vehicle 68,880 -            (17,220) 51,660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439,474 - (146,489) 292,985

Renovation 1,085,063 - (361,686) 723,377

Computer 19,880 8,050 (8,852) 19,078

5,026,566 8,050 (663,005) 4,371,611

[-------------------- At 31.12.2020 --------------------]

2020 Cost
RM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RM

Carrying
amount

RM

Freehold land 422,410 - 422,410

Building 9,637,768 (6,834,163) 2,803,605

Furniture, fittings and equipment 466,266 (407,770) 58,496

Motor vehicle 86,100 (34,440) 51,660

Electrical fittings and appliances 762,806 (469,821) 292,985

Renovation 2,057,968 (1,334,591) 723,377

Computer 181,957 (162,879) 19,078

13,615,275 (9,243,664) 4,37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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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021  2020
  Note      RM   RM
 Trade receivables

 Third parties  (a) 268,877 210,838
 Education loans  (b) 454,400 509,040

  723,277 719,878

 Other receivables and deposits

 Other receivables 496,440 525,090
 Less: Impairment loss                                         (c) (50,000) (50,000)

 Other receivables, net 446,440 475,090
 Deposits 70,020 69,324
 Prepayments - 2,203

  1,239,737 1,266,495

 (a) Trade receivables, excluding education loans, are non-interest bearing and the normal 
trade credit term granted by the Chamber is 30 days (2020: 30 days) from date of  invoice. 
They are recognised at their original invoice amounts which represent their fair value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b) Education loans are granted to individuals and the repayment is on an installment basis 
whereby the first installment commences in the sixth (6th) month after the recipients’ 
graduation. Each installment amount is 10% of  the total granted loan or any other 
amount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until the total loan 
amount is fully repaid.

  Education loans are non-interest bearing and the credit term granted for each installment 
by the Chamber is 30 days (2020: 30 days).

 (c) Movements in the impairment allowance for other receivables are as follows:

                                                                                                                       2021   2020

  RM    RM

  As at 1 January 50,000 -
  Charg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 50,000

  As at 31 December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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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2021   2020
               RM       RM

 Cash and bank balances 817,386 184,141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1,684,353 1,904,683

  2,501,739 2,088,824

 (a) The fixed deposits have maturity period less than 12 months and earn interest at rates 
from 1.50% to 2.00% (2020: 1.50% to 1.95%) per a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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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RM        RM

 Cash and bank balances 817,386 184,141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1,684,353 1,904,683

  2,501,739 2,088,824

 Less: Fixed deposits with maturity periods of  
              more than three (3) months  (1,344,687) (1,634,801)

  1,157,052 454,023

9. ACCUMULATED SURPLUS

                                                                                                                 2021                  2020
                                                                                                                  RM                   RM

 Balance as at 1 January 1,773,666 2,656,024
 Defici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98,362) (882,358)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1,475,304 1,773,666

10. BUILDING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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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DONATION FUND

 The donation fund is in respec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or the scholarship to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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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2021       2020
               RM        RM

 Other payables

 Other payables 62,781 90,221
 Accruals 182,825 19,355
 Advances received 741,826 811,700
 Deposits received 104,879 104,879

  1,092,311 1,026,155

13.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2021       2020
               RM        RM

 Minimum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 not later than one (1) year - 26,436
 - later than one (1) year but not later than five (5) years - 2,192

 Total minimum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 28,628
 Less: Future interest charges - (778)

 Present value of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payments - 27,850

 Repayable as follows:

 Current liabilities:
 - not later than one (1) year - 25,667

 Non-current liabilities:
 - later than one (1) year and not later than five (5) years - 2,183

  - 2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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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URPLUS FROM OTHER ACTIVITIES

 2021

    Income Expenditure Surplus

 Activities RM RM RM

 Anniversary dinner 474,500 - 474,500

 Berita KLSCCCI 95,540 (19,127) 76,413

 Special publication of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1,000,000  (159,000)  841,000

 Seminar and other activities 210,438 (210,610) (172)

  1,780,478 (388,737) 1,391,741

 2020

    Income Expenditure Surplus

 Activities RM RM RM

 Anniversary dinner 80,000 (10,000) 70,000

 Berita KLSCCCI 10,860 (400) 10,460

 Special publication of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300,000  (51,800)  248,200

 Seminar and other activities 86,448 (27,015) 59,433

  477,308 (89,215) 388,093

15. TAXATION
          2021         2020

         RM         RM

 Current tax expense  45,627 -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s  - (1,563)

   45,627 (1,563)

 (a) Malaysian income tax is calculated at the statutory tax rate of  24% (2020: 21%) of  the 

estimated taxable profit for the fisca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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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he numeric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tax rate and the applicable tax rate 

are as follows:

                                                                                                                       2021                    2020

                                                                                                                          %                        %

  Applicable tax rate  (24.0) (21.0)

  Tax effects in respect of:

     Movement in deferred tax assets not recognised   (16.6) 3.0

     Non-allowable expenses  105.5 23.1

     Non-taxable income  (41.6) (5.1)

     Reduction in tax rate on chargeable income of  up

           to RM100,000 (2020: RM70,000) per year           (5.2) -

       18.1 -

  Over provision in prior year  - 0.2

  Effective tax rate   18.1 0.2

 (c) The amount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for which no deferred tax assets have been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re as follows:

           2021                2020

           RM              RM

  Unabsorbed capital allowances - 27,521

  Unused tax losses   

  - Expires by 31 December 2025 - 73,396

  - Expires by 31 December 2027 - 79,728

  Other temporary differences  (22,662) (28,190)

  Balance as at 31 December   (22,662) 152,455

  Deferred tax assets have not been recognised as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axable profit 

w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can be 

utilised.

  The amount and availability of  these items to be carried forward up to the periods as 

disclosed above are subject to the agreement of  the local tax authority.

16. EMPLOYEE BENEFITS

                                                                                                                    2021                    2020

                                                                                                                     RM                     RM

 Salaries and wages 1,096,795 1,147,377

 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lan  137,242 141,583

 Other employee benefits  15,194 16,020

  1,249,231 1,30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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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INANCIAL INSTRUMENTS

 (a) Financial instruments
                                                                                                                    2021                    2020
                                                                                                                     RM                     RM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less impairment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net of  prepayment  1,239,737 1,264,292
  Fixed deposits with licensed banks  1,684,353 1,904,683
  Cash and bank balances      817,386 184,141

    3,741,476 3,353,116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Sundry payables, deposits and accruals  1,092,311 1,026,155
  Hire purchase and lease creditors  - 27,850
  Current accounts with Council Members
      - advertisement  20,622 5,298

    1,112,933 1,059,303

 (b) Method and assumption used to estimate fa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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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are not carried at fair value and whose carrying amounts 
are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of  fair value, due to short-term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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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UTHORISATION FOR ISSU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Council on 15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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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7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Tel : 03-4253 2135   Fax : 03-4253 2524

Website : http://www.chinesechamber.org.my
E-mail : inquiry@chinesechamber.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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