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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来临





掌握数字经济
立足科创时代

结语：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MDEC） 等相关机构合作，通过数字振
兴、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和提高当地劳动力和企业的数字技能，力求改造全新和现有的经济新景象。

（一）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 (MyDIGITAL)

云服务在MyDIGITAL倡议和在第三个推动力（构建
支持数字基础设施）下，提供广泛和高质量的数字
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够参与数字经济的相关活动。

（二）马来西亚第四次工业革命政策（4IR）

2021年推介4IR政策，设立马来西亚数字投资办
公室（DIO）促进大马数码投资，通过马来西亚
数字东盟核心（MHODA）网站协调和评估数码
投资项目。

（三）马来西亚数字投资办公室(DIO)

DIO负责协调、评审和评估数字投资项目，同时
为投资者提供端到端的便利。 DIO还将就人才需
求、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和解决当前流感大流行期
间及以后企业面临的运营问题，提出面向未来的
政策和指南。

（四）马来西亚，数字东盟核心（MHODA）

DIO推出了一个名为MHODA的门户网站，以协调、
评审和评估数字投资项目，同时为投资者提供端到
端便利。详情可浏览www.heartofdigitalasean.my。

（五）数据中心投资协调工作队（DCICTF）

DCICTF作为一个平台，加快实施与公用事业、基
础 设 施 、 可 再 生 能 源 、 网 络 安 全 、 数 字 高 速 公
路 、数据治理以及政策和监管宣传相关的数据中
心项目。

（六）国家光纤化和连接计划（NFCP）

2019年启动的国家光纤化与连接计划（NFCP）
改 良 至 国 家 数 码 网 络 （ J E N D E L A ） ， 开 发 可
持 续 、包容和高质量的数码基础设施以及更广泛
的5G覆盖。

2020年，数字经济占马来西亚GDP的22.6%，
电子商务显著增长了26.5%。在2021年第三季度，
各家企业电子商务利润更增长了17.1%，达到2790 
亿 令 吉 。 预 计 在 2 0 2 5 年 ， 数 字 经 济 有 望 对 全 国
GDP贡献率达25.5%。

政府支持大马成为数据中心的发展措施包括：

为确保数字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政府提供各项援助：

（1）设立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干预基金
      （Industry4WRD）

Industry4WRD干预基金适用于所有已完成政府
资助的工业4WRD准备就绪评估（RA）计划的制
造业和相关服务业中小企业。资金将根据符合条
件的支出以等额（70:30）的方式提供，最高金
额为50万令吉。

（2）数字生态系统加速计划
      （DESAC） 

为了通过吸引技术和数字投资到马来西亚来加强
整个数字生态系统，DESAC激励计划提供：

• 数字技术提供商

-
-

新公司—10年内所得税税率为0%至10%。
现有公司承担新服务/新部门的多样化，10%的
所得税税率，最长10年。

• 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商

- 符合条件的活动的资本支出的100%投资税免税
额，最长为10年。这项津贴最多可抵减100%的
法定收入。

• 高速宽带（HSBB）

- HSBB Industry4WRD计划是生态系统和高效数
字基础设施技术工作组（TWG-I）下的行动计
划之一，该工作组由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各行
业的成员组成。该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工业、教
育和培训中心内部和之间的数字连接，以消除
采用工业4.0技术时的连接瓶颈。

• 制造业和选定服务业的进口税和/或销售税豁免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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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digital economy morphs into a new fuel of 
growth,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tax incentives 
under Budget 2022 to further boost digital investments 
including the Digital Ecosystem Acceleration (DESAC) 
scheme to strengthen the whole digital ecosystem of 
Malaysia. 

The DESAC scheme is poised to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packages offered by other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 (IPAs) such as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 by MDEC with the aim to strengthen the entire digital 
ecosystem, includ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cheme also adopts a-whole-of-nation approach 
which resonates with Malaysia’s tech strategies by 
encouraging investments from MNCs, SMEs, MTCs as well as 
startups. This will elevate local digital companies’ 
capabilities to become a global leader in the digital space 
ranging from a digital tech provid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and producer of technologies.

A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under the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rs (DTPs) category may be considered 
for an income tax rate of 0% to 10% for up to 10 years 
meanwhile an existing company under the DTP category 
that diversifies into new service activities or new service 

segments is subject to a 10% income tax rate 
for up to ten years.

Meanwhile, those under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rs (DIPs) 

category are eligible for an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ITA) of 

100% on capital expenditure for 
qualifying activities that can 

be offset against up to 100% 
of statutory income for a 
period of up to ten years. 

The DESAC tax 
incentive is effective for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MIDA from 30 October 
2021 until 31 December 
2025.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Business Services 
and Regional Operations 
Division.

In 2020,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d 22.6 per cent towards the country’s GDP. The e-commerce has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growth of 26.5 per cent, with the e-commerce income of businesses seeing a jump of 17.1 
per cent year-on-year basis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1, amounting to RM279 billion. Malaysia is on course to 
achieve a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ion to GDP of at least 25.5 per cent by 2025.

The government has a lot to offer to mee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MyDIGITAL initiative, to transform Malaysia into 
a digitally enabled and technology-driven high-income nation, and a regional powerhous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cheme Latest Highlights

The Industry4WRD Readiness Assessment 
Intervention Programme or in short known as 
‘Industry4WRD Intervention Fund’ was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in Budget 2019. It is a 
financial support facility for Malaysian SMEs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sectors to 
embrace Industry 4.0. This Fund is eligible for all 
SMEs, which have completed the government 
funded Industry4WRD Readiness Assessment (RA) 
programme. MITI has appointed MIDA as the 
Implementing Agency for the Industry4WRD 
Intervention Fund.

The fund will be provided on matching basis 
(70:30) based on eligible expenditures, up to a 
maximum grant of Ringgit Malaysia Five Hundred 
Thousand (RM500,000.00) only. Maximum 30% of 
the matching amount (70% of total grant) will be 
provided in upfront to the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by Intervention Fund Approval 
Committee at MITI, whereby the balance of the 
remaining grant will be on reimbursable basis 
which will be deliberated at MIDA.

Industry 4.0 (Industry4WRD) 
Incentives

Digital Ecosystem Acceleration 
(DESAC) Scheme

05

聚集大马





29竞标者争夺5牌照
数字银行个个大有来头

国家银行在2020年，即广邀各路好手，前来竞标数量仅有5张的数字银行牌照，过后共接获29项申请。
这场竞标战回响热烈，国行在为期半年的申请时段中，共接获29项牌照申请，竞标者有银行业者、科技

公司、企业集团、电商业者、金融科技公司、州政府等。
大部分业者是透过组财团的形式竞标牌照，惟竞标战并非私人界专属游戏。其中，肯纳格（KENANGA）

和银丰集团（REVENUE）组团，阵线中也包括砂拉越州政府；沙巴和彭亨州政府也携手PUC控股集团
（PUC）提交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除兴业银行外，其他大马银行股巨头都缺席竞标战，其中最大原因是现有银行执照无需
额外申请，也可以推出数字银行服务。

5家数字银行一览表

根据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FSA)获得牌照 根据2013年伊斯兰金融服务法令
(IFSA)获得牌照

由亚通牵头，子公司Boost Holdings拥有60%股份，兴
业银行拥有 40% 的数字银行财团。
Boost以其电子钱包和小额贷款服务Boost Credit（前称
Aspirasi）而闻名。

Boost Holdings及兴业银行组成的财团

GXS在新加坡注册，由Grab和Singtel共同拥有，大马首
富郭鹤年旗下郭氏兄弟私人有限公司（Kuok Brothers），
也是国内着名企业，业务涉及多个行业。 Grab-Singtel 
财团已在新加坡获得数字银行牌照。

GXS Bank Pte Ltd及Kuok Brothers组成的财团

2021 年，Sea Group收购印尼Bank BKE，目标是将其转
变为数字银行，此后更名为 Sea Bank。在马来西亚，其
金融科技业务包括其电子钱包 ShopeePay 以及名为 
SPaylater 的 BNPL 服务。
杨忠礼集团业务则涉及酒店、房地产、技术等领域。
Sea Group已在新加坡获得数字银行牌照。

Sea Ltd及YTL Digital Capital 组成的财团

永 旺 集 团 一 直 涉 足 各 种 业 务 和 经 济 领
域，AEON Credit 在过去 25 年中一直是
一家非银行金融服务提供商。
MoneyLion 是一家马来西亚人创立的
数 码 服 务 平 台 ， 为 美 国 中 产 阶 级 提 供
移 动 银 行 、 投 资 解 决 方 案 和 个 性 化 解
决方案。

永旺金融服务
   (AEON Financial Service)、

永旺信贷(AEON Credit)及
MoneyLion Inc组成的财团

由KAF投资银行牵头，其中MoneyMatch
是一家本地建立的金融科技公司，专注
于跨境支付，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
汶 莱 都 有 业 务 。 J i r n e x u 则 以 其
RinggitPlus而闻名。

KAF投资银行私人有限公司
率领的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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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马中小型企业概况

了解数字银行大趋势
一个APP包揽银行功能

同样是“银行”，但无论在运行模式、贷款规模方面，
数字银行与传统银行可谓天差地别。

在2023年数字银行面世后，我国人民将可跳过传统银行
发行的扣账卡（Debit Card），直接使用应用程式（APP）
来存款、贷款，进行支付等各项功能。

我们可以理解成数字银行已将所有银行功能，浓缩在
手机应用程式里。同时，交易数额相对小，远远比不上数
以万或亿计的传统银行。

各界都普遍认为，数字银行将以小额贷款，填补传统银
行没有触及的族群，毕竟从过去到现在，传统银行在考量
到回报吸引，则多数会聚焦在巨额贷款中。

而有别于依赖人力的传统银行，数字银行将透过大数
据来分析，和处理所有存贷款及转账服务；用户方面，则
可彻底经由数字银行网站、手机应用程式来申请贷款。

传统银行与数字银行比一比
数字银行 传统银行

平台 数码但可能有代理银行支撑 在全马都有实体分行

客户群 传统金融忽视群体─可接触偏远地区和低收入
者，他们没有信用记录，导致贷款申请被拒绝

客户会去往临近分行，且拥有信用
记录

交易成本 由于替代信用评分系统促进数据分析，预计
较低

相对人力处理与较长周转时间，应该
较高

实体分行 不允许有，但应可参与ATM分享网络，或与
传统银行合作

需实体分行来促进客户交易

最低资金基金 初步阶段为1亿令吉，之后上升至3亿令吉 本地机构3亿令吉，非本地机构为
20亿令吉，投资银行要5亿令吉

资产规模 初步阶段30亿令吉，之后没有限制 相比之下，大马最小银行安联银行
（ABMB）资产规模为600亿令吉

中小企业
分布

中小企业
类型

0-5岁
中小企业
融资来源

小型SMEs
21%

中型SMEs
2%

微型SMEs
77%

借贷
26%

朋友和家人
8%

家庭作业
50%

实体店
32%

自有现金和
留存收益

65%

股权
1%

市场/小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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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不再是“弃婴”
数字银行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传统银行，但长远而言，

将可改变银行领域的营运格局，加速金融服务的数码化
转型，而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将是主要受益者。

国内中小企业一直都在面对融资的烦恼，问题通常是
融资额不足、融资成本过高和繁琐的融资申请过程等。

根据统计，中小企业向传统银行申请贷款的批准率仅
约35%，其中微型企业的批准率更是只有33%；因此，有
68%的微企是向亲友借钱经商，数字银行的降临，将是中
小企业等候已久的融资救星。

一般上，传统银行策略是和特定大客户长期合作，再
从中赚取可观利差；数字银行则穿梭在大量小型客户之
间，则可以量取胜，再加上数字银行“纯线上”、“无分行”
营运模式，便可省下大部分营运开销，轻装上阵。

此外，尽管在疫情期间，政府曾发放紧急贷款，但许
多中小和微型企业均投诉无法成功借款。而其中一个原
因，是他们过去甚少和传统银行打交道，因此缺乏银行
赖以决定贷款与否的信用记录。

银行发放贷款前，一定会查看申请者过往的信用或营
运纪录，而没有记录所衍生出的被忽视群体，便是数字
银行主要客户群。

资料来源：大马统计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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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多数字银行仍在亏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研究，截至

2020年，全球249家数字银行中，仅有13家
或5%的业者已达到收支平衡，换言之，有九
成以上数字银行仍处在亏损状态。

上述13家数字银行中，有10家位于亚太地
区，其中包括中国的中国微众银行（WeBank）、
韩国KaKaoBank及印度PayTM。

此外，Revolut和Monzo这两家英国大型
数字银行业者，依然在亏损泥沼中强力挣扎，
两者的主要挑战为资本开销的增速，远高于
客户群。

这是由于数字银行在发展阶段仍需要投入
大量成本，来建造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及扩
大用户群；一旦发生资金断链，数字银行恐
在客户群成熟以前，便已胎死腹中。

而且，数字银行概念尽管在国外盛行已久，
对我国而言，仍是崭新概念，老一辈较难接
受数字银行服务，他们依然习惯手握存折，
是传统银行的忠实客户。

所以数字银行在2023年开始投入服务后，
仍然必须面对许多挑战。

外籍劳工B40家庭
乡镇家庭
自雇人士
零工工人

青年
千禧一代
国际学生

什么群体需要数字银行？

目前，许多传统银行已尽可能地与时俱进，纷纷推出
网络和移动银行（Mobile Banking）服务，供用户通过网
络进行转账、还款等举措，但其核心始终离不开实体店
营运。

其中，传统银行的员工薪资和实体店开销，依然是最
主要营运成本，比重介于55%至70%；银行在决定是否要
新增分店，以及分店坐落地点之际，必须谨慎规划。

考量包括经济效益、人口密集程度、地区居民收入水
平等，务必达到最大规模效益，确保新分行有利可图，
这样的商业决策循环往复，也注定居住在郊外和农村地
区居民，无法获得足够金融服务，衍生出“被传统金融忽
视”的市场。

马来西亚最大的人口年龄分布群主要在青
年群体，年龄介于15至29岁之间，属多精
通于使用科技，并信任科技巨头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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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advancements in 
Malaysia's digital banking sector, 
which saw five consortiums 
obtaining digital bank licences, 
are set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ors to the country.

Malaysia is the second 
country in ASEAN to issue digital 
banking licenses, after Singapore, 
which issued four in 2020. Hong 
Kong also issued eight licenses in 
2019, leading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advent of digital 
banking in Malaysia stands to 
not just disrupt the country’s 
financial and banking 
industries, but also jumpstart 
other fintech and digital payment 
companies in the same ecosystem.

Digital banks offer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ompletely online, 
without the need for traditional 
brick-and-mortar branches.

SMEs will b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of 
digital banks as they contribute half of 
Malaysia’s GDP as well as the working 
population.

Bank Negara Malaysia Governor Tan Sri 
Nor Shamsiah said, “Digital banks are 
expected to further advance financial 
inclusion. By 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y more 
widely for everyday transactions, w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our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y – by 
overcoming geographical barrier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ing better 
financial management.”

Advancement of 
Digital Banking Creates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he awarding of digital banking licences 
is set to provide a major boost to small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the bottom 
40 (B40), and allow companies to enable 
microfinancing, involving smaller loans that 
come attached with fewer conditions than 
the traditional loans from banks.

Easier access to financing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micro SMEs which make 
up 98% of all businesses in the country.

Access to small inexpensive financing facilities can help 
existing SMEs to manage better and scale-up, or can help new 
startup companies to get off the blocks with capital to buy 
startup stock, inventory, or equipment. 

The target segments for digital banks in Malaysia can be 
broken into 2 main categories--Retail Market and SME Market.

SMEs to benefit the 
most from digital banks

Malaysia has a population of 32.7 million as of June 2020. 
At 2019, 27% of Malaysians are par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hile 29% are youths aged between 15 to 29 years old.

Other potential market segments are foreign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iding in Malaysia and require at least 
a channel to receive cash, make payment and transfer money 
in and out from their origin countries.

There are about 3.1 million non-citizens in Malaysia as of 
2019, and about 89.4k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universities in Malaysia.

Retail Market

Foreign workersB40 households
Rural residence
Self-employed

Gig workers

Youth
Millennial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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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DP for Malaysia's SMEs grew at 5.8% as at 2019, a higher growth 
than the country's GDP of 4.3%. More than 90% of SMEs ar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ith only 26% of funding for SMEs with less than 5 years 
of establishment being from bank loans or financing. A large portion of 
funding is still coming from own cash and retained earnings that limit the 
businesses potential growth.

SME Market

After a month of delay, Bank Negara Malaysia (BNM) finally announced the list of successful applicants.
The framework which was first issued on 30th December 2020, was hotly contested and attracted 29 parties to 

bid for the licenses.
Bank Negara said all 29 applications received were thoroughly assessed pursuant to section 10 (1) of FSA, and 

IFSA, which required BNM to consider all the factors in Schedule 5 of the Acts and other relevant policy requirements. 
Following this announcement,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undergo a period of operational readiness that will 

be validated by BNM through an audit before they can commence operations. This process may take between 12 
to 24 months.

Unde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3 (FSA) Under the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3 (IFSA)

Led by Axiata with its subsidiary Boost Holdings owning 60% and RHB 
owning 40% of the digital banking consortium.
Boost is best known for their e-wallet and the micro-lending services 
Boost Credit, which was formerly known as Aspirasi.

A consortium of Boost Holdings Sdn Bhd and RHB Bank Bhd.

Registered in Singapore, GXS is jointly owned by Grab and Singtel, 
while Kuok Brothers is a Malaysian conglomerate with business 
interest spanning across multiple industries. The Grab-Singtel 
consortium has already secured its digital banking licence in 
Singapore. 

A consortium led by GXS Bank Pte Ltd and Kuok Brothers Sdn Bhd.

In 2021, Sea Group acquired Indonesia’s Bank BKE with the goal of 
transforming it into a digital bank, it has since rebranded to Sea Bank.
In Malaysia, its fintech businesses include its e-wallet ShopeePay and 
its BNPL services named SPaylater. Meanwhile, YTL Berhad, is a 
Malaysian conglomerate with business interests spanning across 
hospitality, property, technology, and more.
Sea Group has already secured a digital banking license in 
Singapore.  

A consortium led by Sea Ltd and YTL Digital Capital Sdn Bhd.

AEON Group has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business and economic 
segments over time, AEON Credit is a 
non-bank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r for 
the past 25 years.. 
A Malaysian founded, MoneyLion  is a 
digital platform delivering mobile 
banking to middle-class Americans.

A consortium of AEON Financial
Service Co Ltd, AEON Credit Service 

(M) Bhd and MoneyLion Inc.

Led by KAF Investment Bank, this 
consortium consists of well-known 
Malaysian.
MoneyMatch is a locally built fintech 
focusing on cross-border payments with 
business interests in Malaysia, Australia, 
and Brunei. Jirnexu is best known for their 
comparison site RinggitPlus.

A consortium led by
KAF Investment Bank Sdn Bhd (KAF IB).

Five successful applicants for the digital bank licences

Source: DOSM, Population estimates 
as at 2Q 2020 by ag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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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s largest population 
category is the youth segment, 
aged between 15-29 years old, 
which is a group that is mostly 
tech-savvy, trusted and 
reputable tech gi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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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正突围

数字经济组

1.  22-8-2020 “数码化转型 - 中小企业如何善用政府奖掖？” 线上讲座
2.  13-8-2021 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Sidec）线上拜会隆雪中总
3.  10-9-2021 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补贴论坛
4.  3-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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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1-2022 隆雪中总线上商机交流会#10 （拿督邱谊辉受邀主讲“孩子迎向未来的必备能力”）
6.  12-4-2022 拜访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及会见首席执行员Mr. Mahadhir Aziz
7.  28-4-2022 “如何系统化倍增你的网络销售额”线上讲座

日期 活动

隆 雪 中 总 数 字 经 济 组 主 任
邱 煜 峰 表 示 ， 数 字 银 行 的
来 临 ， 对 于 中 小 型 企 业 的
助益是正面的。

隆雪中总数字经济组主任，

邱煜峰  

他说，全世界大多数中央银行批准数字银行的愿
景，多是试图帮助无银行账户（unbank）及服务不
足（underserved）情况，在马来西亚，无账户者相
对较少，涉及的群体多为外劳。

“中小企业获得所需资金的难易程度如何？业者
能够更好地规划员工退休计划吗？他们又能更容易
地处理资金流吗？许多长久以来的问题，都显示中
小企业和零售业，是传统银行服务不足的一群。”

他说，当民众的焦点落在关注5家新的数字银行
牌照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也将促使传统银行
更具创新地提供服务，并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整个
银行业将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数字化变革。

“ 传 统 银 行 本 来 就 能 够 提 供 如 数 字 银 行 般 的 服
务，但却选择不做，随着数字银行真的到来，这也
将激发传统银行创新，摒弃僵化不合时宜的条规，
提供更优质及人性化的服务。”

“传统银行本来就能够提供如数字银行般的服务，
但却选择不做，随着数字银行真的到来，这也将激
发传统银行创新，提供更优质及人性化的服务。”

他指出，工商界需要进入数字化改革转变，是必
然的事，重点还是在速度与时机。

“不过，往往是领导层想改变，但在组织和员工
层面上存在缓慢或抵制也常有的事；所以，如何有

系统地分配时间、金钱、投资等资源来推动，例如
设定给出一个10％投资额度来进行，这点更为重
要，因为改革取决于思维和决心。”

谈及隆雪中总在数字化改革上的努力，邱煜峰
说，一直努力协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采用率，并
帮助政府倾听中小企业的真实声音。

“ 今 年 ， 我 们 就 与 马 来 西 亚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局 （
MDEC）首席执行员会面，还有拜会雪州资讯科技及
数码经济机构（SIDEC）以进行对话。

他说，早前也向董事会提交决议，并希望将这些
决议提交给政府，包括：（一）敦促政府自动更新
外国数字学生工作证申请，有效期为完成学业后的2
年，审批流程也应缩短至3个工作日；（2）敦促政
府继续通过网上提交的方式，提供中小企业数字化
补助金；（三）敦促政府将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作
为地方教育的重点，作为培养和发展更多地方人才
成为未来工程师、程序员和其他面向专业人士。

他指出，这是由于我国没有办法留住人才，申请
工作准证过程冗长，常常让许多在本地完成学业的
专才，选择往外国去发展。

“本地专才不足，也是无法吸引大型投资或高科技
领域来此设厂，想想今天如果要来设一个500人规模的
公司，母公司调来200人，要在本地训练个300人，恐
怕都找不到，因为我们培训好的人都往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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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隆雪中总线上商机对接

30/1
“疫”火重生中小企业融资方
案线上讲座

克艰攻难 创新转型
2021年落实逾150项目

隆雪中总总秘书傅桂洋表示，回顾2021年，隆雪中总的工作脚步并没有
因为疫情而停下来，而是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数字化转型的需要，而
作出许多创新的转变。

他说，这包括将许多活动已从实体改为线上进行，经过统
计，隆雪中总共举办38场线上活动、8场线上商机交流会、2场
与商团会员线上交流会、88次线上会议等多项活动，显示组织
在积极推展企业转型上，持续给力。

回顾过去一年，隆雪中总共举办了38场线上活动、8场线上商机交
流会、2场与商团会员线上交流会、88次线上会议等多项活动。

重点回顾2021年全年活动列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13/8
与西澳中华总商会线上交流会
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线上
拜会本会
16/8
与雪州大臣和拿督邓章钦线上交流会

19/8
隆雪中总《迎国庆送温暖 同舟共济
献爱心》线上启动仪式

22/8
本会支持及赞助PSPK设置
Community Kitchen

1/7
2021-2024新届董事复选

3/7
“稻盛和夫在萧条中飞跃
的5大对策” 线上课程

21/7-31/7
青商团《携手抗疫，慈善一
起走》真情暖人间

31/7
2021-2024 年度线上董事
脑力激荡工作营

9/3
与肯尼亚驻马最高专员署和肯尼亚
工商联线上交流

19/3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4

20/3
“新冠肺炎疫苗该不该接种?”线上讲座

31/3
本会与属会线上交流会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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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5

30/4
本会与商团会员线上交流会

11/5
开斋节慈善捐献活动 – 
援助贫困家庭

18/5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6

15/6
本会支援抗疫  捐赠双溪毛糯
医院医疗设备

19/6
“中小型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之
有效方法” 线上讲座

25/6
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线上
颁奖典礼

26/6
2021年线上会员大会暨董事选举

3/2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3

5/2
新春佳节捐款线上颁发
仪式

23/2
本会与雪州行政议员
YB黄思汉视频交流会

隆雪中总总秘书，

傅桂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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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商业当务之急
隆雪中总总秘书傅桂洋表示，在这个时代，企业所面

对的挑战已越来越复杂，从疫情、气候变化、废料管理、
外劳短缺到通货膨胀之际，企业是时候审视业务的可持续
发展及价值创造，从而提高企业的韧性。

他说，如何让企业搭上“绿色商业”列车，将会是隆雪
中总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指标。

“如今，推动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几乎成为了业
务永续发展的一部分，当企业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时，
将能优化资源及提高绩效，同时能促进创新、提升品牌及
降低风险，并塑造一个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他表示，隆雪中总意识到环境、社会及治理（ESG）
对商业领域的重要，在会长拿督吴逸平领导下，成立一个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的商会，积极推动。

“我相信，隆雪中总能起到一个带头的榜样作用，激
励会员及大马企业采取可持续发展模式来扩大业务。”

另外，他也透露，经过2年多疫情，如今也是时候把
各项活动从线上转为线下。

“尤其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隆雪中总也将持续扮演
一个推广贸易与投资的最佳平台，并准备好与政府或相关
单位合作，一起招商引资，促进贸易、外资和本地投资。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他表示，与此同时，隆雪中总也首次将
马来西亚文学奖颁奖礼舞台搬到云端、首次
举 办 线 上 会 员 大 会 、 首 次 通 过 线 上 成 立
2021-2024新届董事会，并顺应时代的趋势
成功推出了《商讯》转型的革新号。

“其中，革新号在推出后，得到会员和市
场的正面回应，内容规划上，共有四大主要
分类，包括商会信息、行业发展、利商信
息，以及挑选热门课题或工商界关注的议
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报导。”

此外，去年发生的雪隆大水灾，隆雪中
总也积极参与其中，发动会员们一起赈灾。

“隆雪中总当时获得募款7万令吉，加上
全 国 中 总 下 放 的 5 万 令 吉 ， 用 作 灾 黎 援 助
金，并向灾区内被鉴定的每户受灾家庭派发
礼劵，惠及数百户人家。”

同 时 ， 隆 雪 中 总 也 从 募 款 中 所 得 的 款
项，分配2万令吉添购清理工作所需设备、
清洗器具等，更透过隆雪中总慈善公益组和
青商团，召集各自成员、大学志愿者、义工
等投入清理工作，众志成城，以实际行动协
助灾黎。

10/9
“雪州中小企业数码配对补贴
论坛14”线上座谈会

11/9
2021年度教育基金颁发仪式

15/9
与森中总青商团视频交流会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7

16/9
协办“大马一家，中总有情”
马来西亚线上分享会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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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与巴基斯坦驻马最高专员交流

3/12
“清真与数码转型” 线上讲座

9/12
隆雪中总金融及资本市场组组员交流晚宴

14/12
与商团会员交流会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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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
“农业融资”线上讲座
隆雪中总发动赈灾行动  
协助六百受灾户渡难关

4/10
与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
构联办线上讲座

6/10
与中总旅游组线上交流会

7/10
支持“三商会线上论坛 ：
马来西亚商会之家谈疫情后
的可持续性及商业延续性”

8/10
“中小企业融资方案”线上
讲座

9/10
金融市场资讯分享活动

13/10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8

15/10
与友会农业组线上交流会
参观唯美艺术画廊

19/10
与槟中总青商团线上交流会

27/10
开斋节分发捐款及青包活动

10/11
“2022 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线上讲座

17/11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9

18/11
“打造业务趋势人气平台 – 抖音”线上讲座

24/11
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签署合作备忘录
隆雪中总电子《商讯》革新号推介礼

26/11
“大马良好农业规范 myGAP”线上讲座

30/11
“如何避开诈骗套路?”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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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众筹是否为中小型企业的可行方案”线上讲座
股权众筹是为具有创造能力但缺乏资金的企业筹集资金

的一种方式。近年，政府积极推广众筹的发展，促进我国中
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隆雪中总商业组于4月13日举办线上讲座。这一
场线上讲座由隆雪中总署理会长蔡文洲律师致开幕词，并邀
得股权众筹平台pitchIN联合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员Sam Shafie，
以及创世纪商学院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员颜生建博士担任主讲
嘉宾，一起带领大家认识何谓股权众筹及其利弊，探讨中小
型企业是否适合进行股权众筹。

“合资公司与股东协议的重要性”线上讲座
隆雪中总与巴生中总于4月9日通过Zoom会议平台联办

“合资公司与股东协议的重要性”线上讲座，获得约130人参
与。参与的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会员也可获取马来西亚律师公
会持续专业发展1 CPD分数。

线上讲座主讲人和主持人为隆雪中总法律组组员贺钰豪
律师（Partner, Wong & Partners）和赖爱秀律师（Partner 
& Head of Litigation, Soo Thien Ming & Nashrah）。贺律
师当天以“合资公司101”为题，深入浅出的与参与者分享多
个相关课题，较后也在问答环节中为参与者分析问题重点。

“物尽其用：新创造与数字化转型”线上讲座
随着5G时代的来临，科技的发展日益千里，加上疫情后

人力资源出现供需断层的情况，企业都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
才能保持市场竞争力。

为了协助会员商家开始数字化转型，隆雪中总人力资源
发展组于4月2日通过Zoom会议平台举办“物尽其用：新创造
与数字化转型”线上讲座。由主讲人，拉曼大学李光前理工
学院电机与电子工程系主任张勇尊副教授带领大家了解疫情
后的经济，探讨何谓数字化转型，教导中小型企业如何以最
低成本迈向数字化转型，打破转型必定是高成本的迷思。

礼貌拜会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
隆雪中总数字经济组于4月12日礼貌拜会马来西亚数字

经济机构（MDEC），并与该机构首席执行员Mahadhir Aziz
对话交流。此拜会主要宗旨为交流资讯、向MDEC反馈有关
会员遇到的问题及挑战，以及探讨如何帮助本会会员尤其是
中小型企业受惠于MDEC项目或补助金拨款。

其他出席代表为MDEC数字投资部高级副总裁Raymond 
Siva、生态系统发展部高级副总裁Gopi Ganesalingam；隆
雪中总数字经济组顾问张国林、主任邱煜峰、副主任林国兴
与拿督邱谊辉，以及组员覃立宗和阮鈱尧。

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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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马六甲农业参观
隆雪中总农业及原产业组一行5人，于4月25日，由主任

锺旺添率领赴马六甲亚罗牙也（Alor Gajah）参观高科技养
鸡场。

接着，该组也于同日于马六甲万里茂（Merlimau）召开
2021-2024年度第5次农业及原产业组会议，以及参观水产
养殖场。

“数字时代女企业家资金及援助”线上讲座
为了让会员和女性创业者了解女企业

享有的资金及援助，隆雪中总女企业家组
于4月23日，通过Zoom会议平台举办“数
字时代女企业家资金及援助”线上讲座。

讲座会主讲者是Madcat World董事经
理Puan Nuraizah Shamsul Baharin，主持
人为该组组员童巧贤。与此同时，线上讲
座也特别邀请Madcash资金及计划的受惠
者Ms. Irene Mositol担任经验分享嘉宾。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13 为了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商机，隆雪
中总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和中小型企业组于4
月27日，举办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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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13邀请了隆雪中
总会员Creador® Senior Vice President 陈
俐妏 Livia Chan主讲“私募基金（PE）”。

参加线上商机交流会系列 #13的企业有 
Bionutricia Manufacturing Sdn Bhd、FCE 
Medical Supply Sdn Bhd、Pico Malaysia 
及 Proppy App Sdn Bhd。

“如何系统化倍增你的网络销售额”线上讲座
隆雪中总数字经济组于4月28日（星期四），通过Zoom

平台举办“如何系统化倍增你的网络销售额”线上讲座。主讲
人是Hypershapes联合创办人及Sales Multiplier Formula推
广人刘汉光，主持人是隆雪中总数字经济组组员陈美璇。

这项线上讲座会旨在协助隆雪中总会员及中小型企业了
解有关销售额倍增的方法、分享实际有用的网络销售策略及
建设销售倍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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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催生数字经济新业态
PIKOM─

持续发力走向世界
作为超过1000家科技企业的领头羊，

马来西亚国家高科技术协会（PIKOM）
持续在大马数字化转型上，扮演关键要
角，并在全国疫情复苏阶段中，协助私
营企业与数码营销接轨。

PIKOM主席谢溢高博士表示，一直
以来，中小型企业与高科技领域的行
业，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协会也一
直致力于协助，并支持会员在电子商务
方面的发展。

在过去几年，政府就一直推行全国
电子商务策略路线图，PIKOM在疫情前
也曾与5个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
让更多中小型企业广泛采用电子商务模
式。

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机构包括大马连
锁 协 会 （ M R C A ） 、 马 来 西 亚 批 发 商
总会（PPM）、马来西亚网络营销商
会（MDCC）、马来西亚旅游同业协
会（MATTA）及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
公会。

通过协作，PIKOM可接触逾70万家
本地中小型企业，协助他们运用技术推
动者成员的专业经验与知识进入电子商
务领域。

谢溢高指出，疫情之下，对于整个
行业的影响是趋向正面的，尤其是电子
商务、电子钱包平台的业绩是在以倍数
增长，显见这些平台应用的普遍性已越
来越高。

针对大马电子商务面对的挑战，他
认为，除了本地市场，电子商务业者必
须和海外市场，包括与中国接轨。

“马中两国政府皆在积极建立商业合
作关系上的努力，我们和这个庞大市场
的距离正在缩小；但关键还是在于，大
马能不能创造出足以打入他国市场、属
于自己的强力商品，这是许多业者在后
疫情时代的挑战了。”

PIKOM与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峇峇进行对话。

PIKOM主席拿督谢溢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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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OM是世界创新、技术和服务联盟（WITSA）的成员。
WITSA是由85个来世界各地的高科技术(TECH) 行业协会组成
的经济联合体，成员代表全世界超过90%的IT市场。

而WITSA素有全球技术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创新与技术大
会（WCIT），今年也将在9月9日至10日在吉隆坡，13日至
15日在槟城，16至18日也会在其他州属举办系列活动。

谢溢高目前也是WITSA副主席，他表示，为期3天的WCIT 
2022将汇集高级企业高管、TECH行业领袖等，将展示各领域的
未来技术如教育、食品、网络安全、智慧城市、太空技术等。

“WCIT可说是世界高科技行业里的奥运会，可为本土技术
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援，向世界展示大马的能力，并期待更多
科技公司成为大会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权威性的全球盛会，
预计将成为通往东南亚及连接世界的门户，为企业带来更多
商机。”

他说，同时，也希望通过大会让全世界看到马来西亚在
信息化、数字化上的改革，从而招商引资，让更多国际公司
来到马来西亚。

“首相依斯迈沙比里日前访美，在出席东盟-美国特别峰会
时，特别提到WCIT。同时，首相也见证PIKOM与 WITSA 和 
HRD Corp（人力资源开发公司）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推
广马来西亚WCIT 2022，并促使更多代表参与。”

他说，WCIT将建立更多区域和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尤其
是高科技工业所带来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渗入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此次大会的影响力也必将非常深远。”

一直以来，PIKOM积极参与马来西亚
通讯及多媒体部、科技创新部、财政部、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TI）、马来西亚皇
家海关部、马来西亚标准与工业研究研究
所（SIRIM）、国内贸易与消费事务部等
部门的对话。

通过信息技术应用来促进马来西亚商业
的增长和竞争力，PIKOM将自身定位于成
为马来西亚高科技行业的代言人。

PIKOM拜会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

W C I T 与 亚 洲 大 洋 洲 计 算 机 工 业 组 织 （
ASOCIO）主席黄南辉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作为大会支持与合作伙伴，由槟州首长曹观
友（中）见证。

PIKOM背景
PIKOM即马来西亚国家高科技术

协会（THE NATIONAL TECH 
ASSOCIATION OF MALAYSIA），是
马来西亚高科技术（TECH）行业的
代表，成立于1986年8月，目的是创
造一个有助于高科技术行业的健康、
繁荣同时充满竞争性的环境。

目前，协会拥有超过1000家公司
成员，涉及整个TECH产品与服务领
域 ， 成 员 控 制 着 马 来 西 亚 8 0 % 的
TECH贸易份额。

此外，PIKOM在国家的支持下，
致力于改善其所有成员公司利益中
的商业环境，促进行业的持续增长。

成员包括

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供应商

软件开发商和供应商

专业与教育ICT服务提供商

网络运营商

ICT增值服务供应商

世界资讯科技大会详情：www.wcit202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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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会员

(永久)公司会员  Corporate Life Members

Wirelessspace Sdn. Bhd.  (930571-U)
E-mail : kelvin@aliments.my

Food Ordering Platform 
& Integrated POS System 
Providers

郭荣福
Kelvin Kwek 
Eng Hong 

01

Webist Pro Sdn. Bhd.  (1150087-T)
E-mail : hello@webist.com.my IT Software Development

陈芃名
Chris Teng Jun Geng

02

云冠工业(马)有限公司
Waxon Industries (M) Sdn. Bhd.  (284836-U)

Tel : 03-6251 1133
E-mail : enquiry@waxon.com.my

Wax Manufacturer 李云桢
Lee Yow Chee @ 
Lee Chun

03

金朝阳（马）私人有限公司
Goldbase Sunrise (M) Sdn. Bhd.  (658460-U)

Email : goldbase_sunrise@yahoo.com

Recruitment (Foreigner), 
Expatriate / Professional 
Visa, Ticketing Arrangement,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

叶俊华                  
Yap Jun Wah

04

诚国集团 
CC International Berhad  (1168853-K)

Tel : 03-2935 9606
E-mail : ccbd@chengco.com.my

Multi 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

雷沛敏
Looi Pei Min

05

杨忠礼机构  
YTL Corporation Berhad  (92647-H)

Tel : 03-2038 0888
E-mail : sffong@ytl.com.my

Investment Holdings, 
Infrastructure & Construction, 
Energy & Utilities, Hotels & 
Properties, Manufacturing, 
Tele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raining & Transportation

拿督杨肃宏
Dato’ Yeoh Seok Hong

06

eAuto Sdn. Bhd.  (676967-T)

Tel : 03-2714 2714
E-mail : morvinpa@berjaya.com.my

Motor Vehicle System 
Provider

陈有江
Morvin Tan U-Jiang

07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隆雪中总已于2022年5月18日第7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下列新会员。
兹将其商号所经营业务及代表姓名分别刊布如下：

Lotus KFM Berhad  (119598-P)
Tel : 03-8959 4883
E-mail : skwongbk@yahoo.com

Manufacturer & Distributor 
of Wheat Flour & Its 
By-Products

拿督黄昛锟
Datuk Wong 
Sak Kuan

08

KH Lim & Co  (000020004652)
Tel : 03-7865 6033
E-mail : joy@lkh.com.my

Legal Firm 林健贤
Lim Kean Hean

09

协发兴贸易公司
Hiap Huat Hing Trading Co.  (000535625-X)

Transportation
林金针
Lim Kim Cham

10

PLP Worldwide Sdn. Bhd.  (1343042-D)

Tel : 03-9545 1948
E-mail : cctay@plpasia.my

Importer & Distributor
郑家珍
Tay Chia Chern

11

Doctrine Engineering (M) Sdn. Bhd.  
(607874-T)

Tel : 03-8061 0868
E-mail : ksteh@saktisuria.com 

Mechanical Product 
Distributors

郑建成
Teh Kien Se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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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Mind Technology Sdn. Bhd.  
(1270118-W)

E-mail : adeline@fastmindtech.com 

IT Services Provider 陈彦宏
Adeline Tan Yuan Hong 
@ Sin Yuan Hong

13

GTC Harta Sdn. Bhd.  (1061212-A)
Tel : 03-2856 9907
E-mail : patrick.gtcharta@gmail.com

Property Management & 
Developer

张庆锋
Teoh Kheng Hong

14

K.L. Machinery Dry-Cleaning Sdn. Bhd.  
(31004-A)
E-mail : k.l.machinery31004@gmail.com

Laundry Service Provider 林运昇
Lim Joon Shen

15

Cleanbot Sdn. Bhd.  (1425739-D)

Tel : 03-2703 7571
E-mail : cleanbot.my@gmail.com

Laundering & Dry-Cleaning 赵劲玮
Wan Jinn Woei

16

KDI Industries Sdn. Bhd.   (558982-H)

Tel : 03-8961 1100
E-mail : siyi.kendek@gmail.com

Manufacturing – Latex 
Examination Gloves & 
Latex Balloons

赖思瑜
Lai Si Yi

17

Alliedsoft Sdn. Bhd.   (1009635-X)

Tel : 03-9059 3668
E-mail : addvalue8@gmail.com

Software Solution & 
Digital Marketing

赖光荣
Lai Kong Yong

18

Natural Cosmotech Sdn. Bhd.  (1129250-D)

Tel : 03-7931 3611
E-mail : m.inspirasi@gmail.com

Hairdressing & Other 
Beauty Treatment

李美芝
Michelle Lee Mei Tze

19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P & L Wholesales Sdn. Bhd.   (627151-P)
Tel : 03-7498 1196
E-mail : louiskee.privatelabel@gmail.com

Trading in Fashion 
Accessories

纪如茵
Kee Joo Yin

20

Tay Siao Jing  (003120625-W)
Email : avana.vintay@gmail.com Will & Trust Services

郑筱旌
Tay Siao Jing

21

(永久)个人会员 Individual Life Members

林俊好 Lim Jong Hau
Tel  : 03-2261 8168
E-mail : jonghau.lim@cimb.com

Equity Derivatives Group, 
Group Treasury & Markets, 
Group Wholesale Banking

-
01

拿督郭子健  Datuk Quek Tze Kean
Tel  : 03-2201 2322
E-mail : andrew@sq.net.my

Automotive -
02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普通)公司会员  Corporate Ordinary Members

Wonderfly Holdings Sdn. Bhd.   (1168566-A)
Tel : 03-5870 2278
E-mail : sam@wonderfly.asia

Online Travel Agent 沈至颢                    
Sam Zhi Hao

01

PLCC Holding Sdn. Bhd.   (1410727-M)

E-mail : acddsmy@yahoo.co.uk
F&B

庄珹惠
Chuang Chern Huey

02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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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tle Tech (M) Sdn. Bhd.  (1403144-A)

E-mail : mettle.my@gmail.com
All Types of Metal, Ferrous, 
Non-Ferrous Casting Parts 
& Metal Fabrication Parts

蒋锦泉
Cheong Kum Choon

02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Sunseap Energy (Malaysia) Sdn. Bhd.  
(1037951-H)

Tel : 03-7499 2042
E-mail : alvin.wong@sunseap.com

Solar Monitoring Services
王耀全
Alvin Wong 
Yu Chuan

01

Kualiti Gold Sdn. Bhd.  (287072-K)

Tel : 03-2725 8886
E-mail : nick.ng@lansonplace.com 

Hospitality
吴俊强
Nick Ng

04

Glittering Team Sdn. Bhd.  (961125-U)

Tel : 03-9232 7888
E-mail : gm@dayshotelfraserbusinessparkkl.com

Hotel
王建斐
Johann Ong 
Kean Hooi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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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达私人有限公司 Zantat Sdn. Bhd.  (C 5313)

Tel  : 03-6258 5552 
E-mail : admin@zantat.com.my

Manufacturing of Calcium 
Carbonate Powder

曾荣辉                   
Chan Eng Hue

02

代表姓名项列 公司名称 经营业务

天华有限公司 Tian Hua Sdn. Bhd.   (C 3464)

Tel  : 03-5634 6770
E-mail : tianhuasdnbhd@yahoo.com

Trading 颜天权
Ngan Tian Kuan

01

Mii Express Line Sdn. Bhd.  (C 6815)

Tel  : 07-276 9401
E-mail : kelly@mii2u.cc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n 
Provision of Shipping &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黄美筠                    
Kelly Wong 
Mei Chun

03

(普通)公司会员转为(永久)公司会员
Corporate Ordinary Members Converted to Corporate Lif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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