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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2014年12月杪，西马东海岸遭受了严重的大水灾，
砂中总在会员商会的通力合作下，筹得善款十万令吉

移交予本州首席部长，发放予水灾灾黎。砂中总向来致力于提
倡爱心社会，在过去多次发动国内外赈灾筹款运动，赈济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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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之灾民。
砂中总及各属会主办的各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协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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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动交流，扩大发展，促进企业对外贸易和开展对外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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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加强与友会中总、各地商团组织以及各政府部门及机构

作。砂中总希望更多会员商家积极参与其中。同时，砂中总也
的联系，携手合力拼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砂中总成立迄今恰届满50年，期间未曾欢庆
过周年庆。砂中总50周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并预订于2015
年杪举行会庆晚宴，以纪念先辈们在六十年代开始，领导全砂
华商，凝聚华商力量，维护州内华商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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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易名 -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中总）

2014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于2014年5月17日假沐胶晶目渡假村酒店召
开。203位来自全砂各地之会员商会代表踊跃出席大会。

本会于会员代表大会上获得全体出席代表，通过易名为“砂拉越中华
总商会（砂中总），英文名称保持不变。

"中总"

是中华总商会在国际的
品牌简称。香港中华总

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泰国、中国总
商会等超过百年的中华总商会，皆广泛

易名简史：
1965年初成立，命名为"砂劳越中华商联会"

通用"中总"的简称。如今全马各属会，
包括砂拉越，配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1996年易名为"砂拉越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商联会）

会同步统一对外简称为"中总"，同心协
力，共同打造和提升"中总"在国内外的
统一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2014年易名"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简称砂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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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2017年度理事
新任会长及署理会长分别由许如湘先生及天猛公拿督斯里
李旭同接棒。总秘书及财政分别为李锦新及许修增博士。

• 全体理事于会员大会后合影。
前排左起 ： 副总秘书张宗信、财政许修增博士、总秘书李锦新、理事陈文添、副会长拿督陈宗明、
副会长拿督黄国忠、会长许如湘、署理会长天猛公拿督斯里李旭同、副会长邦曼查
卓昭平博士、副会长林典扬、副财政李春森及理事陈聪化。
后排左起 ： 理事丘士侬、蔡成荣、黄芝盈、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文铎、邦曼查高伟宁、许富川、
陈日枝、卢耀喜、苏德旗、陈华欣及张延忠。)

随后因三间会员商会进行理事改选，本会理事阵容亦作出更迭如下：

署理会长李开运

副会长张文财

理事沈顺展

理事叶绍良

理事林元安

捐助本州内14间华文独中
本会自1983年起，每年皆拨款捐助州内华文独中学府。今届依旧本着热心教
育、维护华教的精神，捐助十五万令吉予州内14间华文独中。

• 大会有请主宾拿督林国璋见证，由应届会长拿督黄国忠分别颁赠予晋汉省教育基金、诗巫省独中董
联会教育基金会及美里教育基金会，即古晋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陈日枝（左图）、诗巫中华总商会会长
许如湘（中图）及美里中华工商总会副理事长李春森（右图）代为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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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感谢
主宾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拿督林国璋局绅 出席主持开幕
总会长发表演讲时表示，中总
一如既往，秉持不屈不饶的精
神，密切关注工商界面对的问
题，即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机
构沟通和交流。维护国家各族
和谐与政治稳定为促进国家繁
荣的关键因素。
• 应届会长拿督黄国忠 (右)赠
送纪念品予主宾拿督林国璋局
绅。（左起张宗信、李锦新、天
猛公拿督斯里李旭同、许如湘、
拿督林国璋、拿督黄国忠、拿督
陈宗明及陈日枝。）

砂中总历史性

在沐胶召开大会
沐胶中华总商会成立已有78年，过去曾多次欲承办砂中总会员代表大会。随着
近年来沐胶发展一日千里，加上沐胶通往诗巫、泗里街等地的沿海大道路况已
大大改进，内陆班机也提供直通古晋及美里航班，交通顿时变得四通八达。还
有各项基本设施以及酒店、大小餐饮中心的林立，造就了沐胶中华总商会成功承办这项历史性的大
会，也让全砂各地代表见证了沐胶已不再是小渔村，商业区的林立、油棕业及硕莪业发达，还有著
名的鱼生、虾饼、燕窝及蛋卷等美食。陈文添会长希望各地代表们能参与投资发展，尤其是沐胶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商机。

欢迎晚宴
本会首次于沐胶举行
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各地
代表非常踊跃。感谢沐胶
中华总商会精心策划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欢迎晚宴，
载歌载舞欢迎来自全砂各
地代表，并精心准备道地
佳肴招待。

感谢沐胶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文添及全体理事的热情款待，办本
届大会上给予了各方面最大的支持，促使大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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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第68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本会成功组织一支逾百人团员，在会长许如湘率领下，赴沙巴参加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假亚庇香格里拉丹容亚路度假酒店召开之第68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 部分团员于大
会后合影。
(坐者左起为时任
理事陈仁国、财
政许修增博士、
时任副会长邦曼
查卓昭平博士、
会长许如湘、时
任署理会长天猛
公拿督斯里李旭
同、名誉会长拿
督谢向义、理事
陈日枝、蔡文
铎、邦曼查高伟
宁及副会长拿督
杨华盛。)

• 本会许如湘会长（右三）于沙巴州中华商会联
合会60周年会庆晚宴上赠送纪念品予该会会长拿
督斯里邦里玛颜少华局绅。

• 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赠送纪念品予全
马各地中总，本会会长许如湘（左七）接
领纪念品。

• 部分团员于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假客家会馆设之欢迎宴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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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 婆联木业橡胶园
本会廿多名团员在出席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68届常年会员代表大
会后，参观了黄文彬集团旗下婆联木业有限公司在根地咬经营之橡
胶 园 。 此 项 为 期 两 天 的 行 程 由 该 公 司 董 事 主 席 兼 本 会 副 会 长 拿 督 黄   
   国忠，全程亲自陪同全体团员参观，周全招待让全体团员倍感欣
             喜及感激。
婆联木业有限公司于1997年获得沙巴州政府授予
根地咬约10万9000公顷土地，长达100年管理
权。该公司耗巨资在这块土地上发展种植业，使
         之成为全国最大的单一橡胶园。截至目前为止，已有1万
          6000公顷的土地种上橡胶树。

• 广垦橡胶(婆联)有限公司橡胶基地

• 大家来张大合照！（坐者中拿督黄国忠）

• 辽阔的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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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拜会

拿督魏家祥博士
本

会理事、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
组组委，于2014年7月20日，假古晋

帕尔曼酒店22楼贵宾室礼貌拜会首相署部长
拿督魏家祥博士，就本州中小企业面临之各
项课题进行交流。拿督魏家祥博士是负责掌
管三项华裔事务，分别是华人新村、华人中
小型企业及华人中小型企业微型贷款。
会上，本会反映了数项课题包括划一东西马
物品价格、调降运输成本包括码头收费、废
除东马沿海运输政策、附加成本沉重（最低
薪金制及消费税软件与人力培训费等）、放
宽外劳门槛解决本地劳工短缺问题、银行征
收多项不实际的服务费、西马报章缺乏报导
东马新闻、融资配套与奖掖申请障碍、提升
砂网速加速电子银行作业进程、大马中小企
• 左起：组员李志明、古晋中华工商总会青商组主任
蔡慧强、理事陈日枝、总秘书李锦新、拿督魏家祥博
士、财政兼小组组任许修增博士、蔡文铎律师及组员
王裕华。

业机构及大马信贷担保机构（C G C）应在东
马各大城镇设立更多分行、设立一个独立专
为砂州业界解决难题的秘书处、渣打会计师
应当直接受承认为消费税咨询顾问等。

第11大马
计划实验室
砂

州策划单位于2014年8月14
日假古晋福朋喜来登酒店举办

第11大马计划实验室，冀汇集私人界对
政府于2020年转型为高收入及先进州
的意见与建议，用以拟定第11大马计划
（2016-2020）。本会反映了砂州各
项基建需要包括设立精品银行、提升网
络服务、减低生产成本、加强旅游业、
增建可负担房屋、加强治安及教育等课
题。

• 左起：会长许如湘、该单位顾问Chang Ngee Hui及
财政许修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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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中友好协会
庆 马 中 建 交 40周 年

砂

本会也于是日中午假砂拉越俱乐部宴请砂中友

州中友好协会配合马中2014年庆祝两国
建交40周年，同时是中国驻古晋总领馆

好协会理事、中方嘉宾，包括北京及广州逾30

建馆20周年之际，成功于2014年7月26日假古

位代表团以及本会各地会员商会理事。尤其能

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办『马中建交40周年暨中

够再次与数位前任总领事相聚一堂，彼此嘘寒

国驻古晋总领馆建馆20周年晚宴』。

问暖，倍感愉悦。

开斋节贺年
本

会与会员商会理事一行人在会
长许如湘率领下，于2014年7

月28日联袂赴婆罗洲会展中心及砂州
元首府分别向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丹
斯里阿迪南沙登及州元首敦丕显斯里
泰益玛目庆贺开斋佳节。

会 讯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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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会 员 代 表 大 会

• 左起：副总秘书张宗信、副会长甲必丹高顺福、拿督黄国忠、总秘书李锦新、会长许如湘、
财政许修增博士、时任副会长邦曼查卓昭平、林典扬及副财政李春森。

为

有效保值并增值本会
资产，本会于2014年

11月22日在文彬堂召开特别
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有
99位，超过法定人数89位。
大会一致通过授权理事会投
资土地与房地产不超过马币
五百万令吉及投资各项证券不
超过马币两百万令吉。
此项土地买卖经于2015年初
旬在本会财务策划组及理事会
同意下，购得一块位于古晋石
角-马丹路（J a l a n S e i j a k）
16.18英亩地。本会随后以砂
联控股有限公司名义进行购买
手续，并预定于2015年9月10
日完成买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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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筹款
运动

我

国西马东海岸于2014年12月
杪，因持续不断的豪雨遭受

严重的大水灾，许多灾黎流离失所，
迫切需要各种救济物资。本着"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本会即
刻发动赈灾筹款运动。在会员商会
的通力合作下，发动会员商家及各
界善心人翁积极响应捐款，共筹获

• 拿督黄国忠与首席部长握手言欢。

RM84,630。本会增添RM15,370达
至RM100,000赈灾目标。
在全国方面，本会也通过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捐出R M 2 0 , 0 0 0、会长
许如湘及副会长拿督黄国忠各别捐助
RM5,000及RM20,000。这使到本会
援助全国水灾灾黎的捐款数额，达到

移交赈灾款项予州政府
本会一行8位在会长许如湘率领及上议员拿督沈桂贤医生
陪同下，前往拜会本州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迪
南沙登，并移交RM100,000捐款，充作水灾赈灾基金，
以发放给有需要帮助的水灾灾黎。

R M 1 4 5 , 0 0 0，展现对于水灾灾黎的

首席部长在接收支票时，不改其幽默作风，开玩笑说："

关怀。

怎么好像少了一个零呢？"惹得在场人士开怀大笑。

• 左起陈日枝、拿督陈宗明、李锦新、拿督黄国忠、许如湘、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
迪南沙登、州务秘书丹斯里慕西迪、许修增博士、林典扬及上议员拿督沈桂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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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社会 经济研究中心到访
中

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S E R C）一行三人即

郑志毅博士、沈金梅硕士及沈
兆雄先生，于2015年3月6日到
访本会，就时下各项课题与本
会理事进行交流，并汇报各项
已完成及进行中的研究项目，
包括①大马推行消费税之未来
路向：社会经济考量、挑战及
其他国家经验；②人力资源课
题：最低薪金制、外劳管理、
失业保险；③国家高等教育蓝
图、燃料价格下滑，电费应该
调降吗？

• 前排坐者左起：财政许修增博士、总秘书李锦新、郑志毅博士、会长许如湘、理事
陈日枝、沈金梅硕士。后排站者：理事苏德旗、陈玮政、王裕华、副会长拿督杨华盛、
沈兆雄。

中国云南省人民政府
代表团到访

本

会于2015年3月22日假砂拉越俱乐
部设午餐，招待由中国云南省副省长高

树勋率领之云南省人民政府代表团。该代表团就

第三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中国廿三届昆明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向本会发出邀请，以期本州商企踊
跃组团参加及参与展出。

12～16.06.2015假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之

• 会长许如湘赠送纪念品予高树勋。
（左一至三：署理会长李开运、中国驻古晋副总领事
刘东源、总领事刘全。右一及二：拿督黄鸿圣及拿督
黄国忠。）

• 高树勋回赠纪念品，由副会长拿督黄国忠接领。
（左一为国会上议员拿督沈桂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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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晚宴
本会年度盛宴，即每年举办之新春晚宴。2015年落在3月6日假古晋帝宫大酒店
举行，获得各界商团及会员商会理事莅临，同欢共庆新春佳节。

• 左起：拿督斯里蔡展文、总秘书李锦新、名誉会长拿督谢向义、副会长拿督黄国忠、砂拉越
工商会主席拿督亚班卡林、会长许如湘、中国驻古晋副总领事刘东源、副会长拿督陈宗明及名
誉会长拿督沈福源。

• 众嘉宾进行敬酒仪式

会 讯 Bulletin

• 主宾席

• 热闹场面

• 交流联谊时光

• 由古晋居士林呈献之娱兴节目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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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中华总商会
2014 年 4 月 份 至 2015 年 3 月 份 之 活 动 报 导

(图1)

12.04.14

(图2)

消费税讲座

由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主催、本会主办之消费税讲座，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由马来西亚皇
家关税局第一高级助理主任陈奕香女士以华语主讲，入场免费。出席人数约145位。(图1，2)
17.05.14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第47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在沐胶晶木渡假村酒店召开第47届（2014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本会39位代表
出席，即拿督黄国忠、李锦新、陈日枝、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文铎律师、刘细畅、本曼查高伟宁、
林亚德、翁岳春、陈华敏、许庆喜、张光福、魏铭辰博士、吴潮辉、甲必丹黄锦就、何金明、甲必丹
彭裕华、范庆和、李开喜、朱昌亮、郭建发、卢少奎、叶银珍、拿汀斯里胡芝伊、陈亚秀、刘志刚、
何国榭、黄锡平、李志明、王裕华、陈伟政、符祥威、俞国利、李福安、杨明芝、何金水、何进权、
邓丽卿、何艾镁。本会共提呈六项提案。
21.06.14

会长宴请中国驻马大使

适逢马中建交40周年，黄惠康大使莅访古晋。本会会长拿督黄国忠在私邸设宴欢迎，本会理事皆受邀并
踊跃出席。
27- 28.06.14

马中总第68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届青商大会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沙巴亚庇举办第68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届青商大会。本会理事及青
商都踊跃出席，出席代表（35位）有拿督黄国忠、陈日枝、蔡文铎律师、本曼查高伟宁、天猛公
刘金荣、刘细畅、何金明、郑佑上、吴潮辉、甲必丹彭裕华、李开喜、朱昌亮、林亚德、蔡慧强、
夏忠荣、陈玮政、卢少奎、杨岩彬、张毓伦、王裕华、涂躓慜、李志明、刘志刚、赖穆宏、刘宥鸿、
陈界菖、李开瑞、李锦存、蔡明龙、吴俚葙、李开永、蔡明霞、李春莲、邓秋鸿、郑伊玲。
12.07.14

2014年度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学业优良奖
励金颁奖典礼

共83名学生获奖，即小学组58位、初中组11位和高中组14
位。奖金总数共RM11,000.00。(图3)
14.07.14

砂拉越会议局代表到访

砂拉越会议局2位代表，即总经理Mr.Chew和业务发展经理
Mr.Tan拜访本会，本会由署理会长李锦新及秘书长蔡文铎律
师接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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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14

开斋节向马来领袖贺节

配合开斋节的到来，本会理事与砂中总理事于开斋节首日下午
2时正向马来领袖贺节。
28.07.14

青商组拜会砂中总会长

(图4)

本会青商组在砂中总办事处拜会该会会长许如湘先生。(图4)
02.08.14

《技职培训及认证》讲座

由砂中总主催、本会人力资源发展组主办，主要为向出席者讲
解有关如何通过技职培训与认证增加商机和就业机会。三位讲

(图5)

员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执行顾问、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
展组顾问暨国际贸易及工业组主任丹斯里拿督宋兆雄、马来西
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
暨国际贸易及工业组副主任吴玉仁先生及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
源发展组副主任拿督陈杰辉。出席人数有62人。(图5, 6, 7)
12.08.14

实蒙谷农业研究中心之农作物生产线讲座暨圆桌

(图6)

会议
实蒙谷农业研究中心在河滨皇冠酒店成功举行农作物生产线

(图7)

讲座暨圆桌会议，目的为检阅及提升目前本地农作物和农产品
的生产线管理以及为本地农作物生产线的利益相关者（农民及
买家）提供一个平台，以商讨及制定一个双赢的供应及商业协
议。本会为协办单位，邀请了本会会员美香食品有限公司、梨
苑大酒家、乐天酒楼(古晋)有限公司、晋城大酒店、Sundrop
Fruit Juices Sdn.Bhd.及Rimbungan Emas Sdn. Bhd.参加是项
圆桌会议。
14-15.08.14

青商组拜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及巴生中华总

		 商会
本会青商组前往吉隆坡拜访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及巴生中华总
商会。出席的组员有夏忠荣、陈政信、陈玮政、李志明、张毓

(图8)

伦。
16.08.14

国家储蓄银行说明会

本会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办该说明会，主要讲解该银行
的产品。出席人数约27位。(图8, 9)
07.09.14

与巴达旺市议会联办摄影比赛及儿童填色比赛

(图9)

本会青商组与巴达旺市议会在古晋答邦中华公学联办摄影比
赛及儿童填色比赛。参加人数为填色比赛166位，摄影比赛27
位。(图10)
(图10)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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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09.14

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本会副会长拿督斯里蔡展文及秘书长蔡文铎律师出席参加在
中国厦门市举行之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蔡律师
也获得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委任为该会刚成立之第一届青年
(图11)

委员会理事。
30.09.14

消费税软件务实操作讲解会

本会青商组与1 More软件会计公司联办上述以华语进行之讲
解会，出席人数共111位。(图11, 12)
(图12)

12.10.14

青商组参与小学义卖

本会青商组在当天于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设立义卖摊位。
24-26.10.14

组团参加第11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本会受邀出席上述在澳门举行之高峰会，由商业组主任陈华
敏率团、一行20人出席参加。(图13)
(图13)

27.10.14

协办消费税讲座

由Pinaccle Skill Hub顾问公司主办、青商组协办为期一天之
消费税讲座。
22.11.14

出席砂中总第47届第1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本会委派44位正式代表出席砂中总在文彬堂召开之第47届第
(图14)

1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01.12.14

消费税讲座

本会在古晋希尔顿酒店举办消费税讲座，关税局委派来自沙
巴关税局副总监Ms.Patrina Tan前来提供讲解，共有300位
人士报名参加。本会向财政部申请拨款讲座费用，并获得批
(图15)

准。(图14, 15)
10.12.14

《热购》讲解会

星洲日报主办、青商组协办之《热购》（Logon）讲解会，
吸引了151人出席聆听，主要为向出席者讲解最新的电子商
务发展模式、该网站的网上购物服务，并提供优先注册商家
(图16)

的优惠。(图16, 17)

(图17)

(图18)

会 讯 Bulletin

20.12.14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为本会理事举办之
东盟(APEC) 汇报会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特为本会理事举办汇报会，讲
解中国在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 P E C）之后的商
机。本会理事皆踊跃出席。(图18)
21.01.15

(图19)

拜访北市市长

青商组由主任蔡慧强带领、一行4人前往北市市政局
拜访北市市长，为要求市政局与该组一起管理一面子
书粉丝专页《古晋罪案监督组织》（Kuching Crime
Watch）。(图19)
04-07.02.15

(图20)

发放2015年度渡岁红包

本会福利组筹组，全体理事分4天前往9间慈善机构发
放渡岁红包，即精神病康复中心、布洛克纪念医院、
十三哩老人院、救世军、云南善堂、济世之家、盲人
训练中心、救世军儿童之家及砂拉越特殊儿童家长协

(图21)

会。此外也赠送其他食品及日用品如鸡饭、芦柑、牛
奶、浴巾、年糕等。受惠人数共443人。(图20, 21, 22,
23)
09.02.15

日本驻马大使馆拜会会长

日本驻马大使馆研究员Dr.Yuki Fukuoka拜会本会会
长，探讨有关砂州的最新发展及就有关国内贸易事宜

(图22)

交换意见。
04.03.15

印尼驻古晋总领事拜会本会

印尼驻古晋总领事Mr.Jahar Gultom前来拜会本会，讲
解有关印尼西加里曼丹考察的安排事宜，由秘书长、
工业组及商业组接待。(图24, 25)
(图23)

(图24)

(图25)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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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图28)

(图27)
(图29)

(图30)

19-22.03.15

组团赴印尼西加里曼丹工商考察访问

本会工业组暨商业组联合组团、由副会长陈日枝率团，
一行30人前往印尼坤甸及山口洋作工商考察访问。本会
随团理事有秘书长蔡文铎律师、工业组主任林亚德、副
主任翁岳春、商业组主任陈华敏、副主任张子京、福利
组主任何金明、副主任甲必丹彭裕华、资讯工艺组副主
任张光福、理事李开喜、三位青商组组员陈伟政、郑语
综、李伟鸿及会员等。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也特派一位
职员随团护送该团前往印尼。期间考察团拜访了西加省
长、大马驻坤甸总领事、牙班县长、坤甸中华商会、山
口洋商会等。(图26, 27, 28, 29)
26.03.15

反贪污委员会拜访本会

反贪污委员会一行三人到访本会，为要求与本会联办活
动。本会由署理会长李锦新、秘书长蔡文铎、副秘书长
刘细畅及公关主任甲必丹黄锦就接待。(图30, 31)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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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中华总商会
1. 针对清真食品进行交流
02.10.2014 本会假诗巫晶木大酒店明江阁敬设薄酌招待郑州
伊真企业管理谘询有限公司总裁许明钟、商务经理许伟滨及
砂州回教理事会清真食品认证执法组主任瓦哈并针对有关未
来马中清真食品进出口认证事项、有意出口清真食品到中国
事项及将来如有认证的事项进行交流。本会亦有意组织商务
考察团前往河南进行考察。
2.

礼貌拜会
I. 大华银行总行
26.03.2014大华银行总行代表陈家骏副总裁及
黄保全小姐礼貌拜会本会，并希望通过本会举办
消费税(GST)讲解会及优惠配套。
II.

(图1)

(图2)

香港东帝汶总商会
a. 22.05.2014 香港东帝汶总商会执行主席詹
玛丽莅访诗巫，本会假诗巫金囍楼设宴款待
詹玛丽执行主席。
b. 23.05.2014 香港东帝汶总商会执行主席詹玛
丽礼貌拜会本会并与本会理事进行交流，促
进商谊。 （图1）
(图3)

3.

出席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第47届(2014年)会员代表大会

17.05.2014本会一行31位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出席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假沐胶晶木渡假村酒店举行第
47届(2014年)会员代表大会。恭请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局绅为主宾主持开幕。本会出
席代表共36位。（图2）
4. 马中建交40周年/马来西亚诗巫市与中国友好城市贸易展销会
21-29.05.2014由诗巫市议会与本会联同砂拉越中国贸易进出口商会、诗巫五金入口商公会、诗巫药商
公会及砂拉越文具书业公会主办之『马中建交40周年/马来西亚诗巫市与中国友好城市贸易展销会』假诗
巫民众大会堂经已成功举办，到展之中国友好城市有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市鼓楼区，福建省宁德市，福
建省古田县，福建省屏南县，河南省濮阳县，广东省广宁县。
I.

交流会
21.05.2014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前往诗巫市议会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交流。
（图3）

II.

欢迎晚宴
21.05.2014 马来西亚诗巫市与中国友好城市贸易展销会欢迎晚宴假诗巫常青大酒店茉莉
花厅成功举行，恭请砂州高级部长兼第二财长暨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部长拿督斯里黄顺舸
为主宾，场面温馨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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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4)

III. 开幕礼

(图6)

22.05.2014 马来西亚诗巫市与中国友好城市贸易
展销会开幕礼假诗巫民众大会堂底楼礼堂成功举
行。恭请砂州高级部长兼第二财长暨地方政府与社
区发展部长拿督斯里黄顺舸为主宾主持开幕仪式，
会后亦巡视贸易展销摊位。（图4及5）
5. 达雅节团拜
01.06.2014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联袂向诗巫达
雅领袖同胞庆贺佳节，以促进种族和谐及亲善团结。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当天拜访之达雅同胞为砂拉越社团注册局局长M r. K e n
Leben。（图6）
6. 『台湾休闲农场第二代的梦想和奋起之路』分享会
10.06.2014 由苹果旅游与台湾休闲农场发展协会主办、本
会与星洲日报联办，假本会二楼道赏堂举办『台湾休闲农场
第二代的梦想和奋起之路』分享会经已成功举办，由苹果旅
游董事经理拿督斯里李益辉太平绅士率领18人代表团莅临分
享。恭请诗巫市议会主席兼本会永久名誉会长拿督张泰卿为
主宾，全场爆满。（图7及8）
7. 消费税(GST)讲解会
21.06.2014 本会与省公署及新闻局联办之『消费税(GST)讲
解会』假诗巫常青大酒店茉莉厅成功举办。讲员为马来西亚
第二财政部长特别事务官陈大富，当天出席商家共585位。
（图9及10）
主讲内容包括：2014年财政预算案简介、消费税简介、
消费税实施、消费税的好处、标准税率/免税项/零税率项
目、消费税计算、制造业如何处理消费税、特别方案、有
关筹备业务之消费税。
8. 移交独中拨款
25.06.2014 本会在二楼会议厅移交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独中拨款予七间独中: 诗 巫 公 教 中 学 ( R M 1 9 , 2 6 6 . 8 4 ) 、
民都鲁开智中学 (R M10,021.76)、诗巫黄乃裳中学
(R M9,754.40)、诗巫光民中学(R M5,082.61)、诗巫公
民中学 (R M4,590.10)、诗巫建兴中学 (R M4,533.81)、
泗里街民立中学 (RM3,731.73)。(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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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节扶贫活动

24.07.2014 本会与诗巫伊斯兰社会
团体成功假MUC礼堂联办『开斋节
扶贫活动』，由本会及理事联合捐
献RM8,000福利金分发予80位弱势
群体。（图12）

(图12)

10. 开斋节团拜
29.07.2014 及30.07.2014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
下联袂向诗巫马来领袖同胞庆贺佳节，以促进种族和谐及亲
善团结。
拜访之马来同胞为LPKP局长Puan Mahani Abd. Ghani、
Temenggong Datuk Tuan Haji Wan Hamid、消防局局长

(图13)

Tuan Abdul Mutalih bin Rahid、诗巫省警察总部总警长ACP
Tuan Mohd. Kamal Bin Kordi。（图13）
11. 『通过推广技职培训与认证增加商机及就业机会』讲座
会
03.08.2014本会假二楼道赏堂成功举办『通过推广技职培训

(图14)

与认证增加商机及就业机会』讲座会。此讲座会目的为：
(1)

鼓励和协助学生和毕业生，到政府或私立技职学

(图15)

院学习，考取正规的认证。
(2)

协助创造更多具竞争和品质意识的中小企业，从
而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3)

协助培育更多受训的技工，以解决国内工业发展
及中小企业所面对的技术员工短缺问题。

(4)

足够的熟练技术员工，能够协助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并将国内现有的外来投资者留住。
（图14）

12. 『第卅四届(2014年)会员/雇员子女暨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第十八届(2014年)拿督张仕
国、拿汀黄拔妃大专教育奖/助学金』
28.09.2014 本组在道赏堂举行『第34届会员/雇员子女暨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第18届拿督张仕国/拿
汀黄拔妃大专教育奖/助学金』颁奖礼。
教育奖励金及大专教育奖/助学金得奖人数分别为217名及38名。（图15）
13. 出席世界华商组织联盟《第十一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本会一行5位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出席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于2014年10月24日至26日假澳门威尼斯人
度假村宴会厅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大会主题为-华商携手扩建国际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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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4一马美食节
07~30.11.2014    由诗巫中华总商会主办，诗巫市议会为支持单
位，砂拉越诗巫省暨马拉端县小贩联合会、诗巫中央市场小贩公
会及诗巫贩商联合会协办之「2014一个大马美食节」每日下午5
时至晚上11时，为期24天，假诗巫城市广场第二期成功举行。
为增加美食节卖点，亦增设商业展销摊位及游乐场，同时备有精
彩舞台综艺节目，来自中国及西马顶尖艺人莅临助阵演出。此外

(图16)

亦主办各项比赛，如各名族一马歌唱赛、小贩卡拉OK歌唱比赛
及舞蹈比赛等等。
配合24天的美食节，适逢学校假期，同时配合全国600位贩商同
业于11月16日至19日齐集诗巫，欢庆全国1118小贩日庆典，并
假诗巫召开全国及全砂代表大会。本地道地美食及各民族传统美

(图17)

食为全国嘉宾及民众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蕾享受。
逾200个从事美食业者，包括街头小食、七乡属美食、传统及具
时代的美食业者，皆在美食节租用摊位推销美食产品。
（图16及17）  
(图18)

15. 巡视中央市场
08.11.2014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带领下前往诗巫中央市场
巡视猪肉摊了解情况，希望市议会能够给予2个月时间来解决生
猪供应问题及市场销售课题。
另一方面，中央市场二楼的饮食摊位增加297张桌椅后，环境卫
生改良许多。（图18）

(图19)

16. 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
I.

与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理事交流会
28.12.2014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赴加拿
逸与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理事进行交流。交流会缘
由乃因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原任会长及秘书于2014年
初辞却职务，导致商会进入冬眠状态。本会协助召开

(图20)

特别会员大会重新选举理事。（图19）
II.

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特别会员大会
24.01.2015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赴加拿逸参与并协助加拿逸中华工商总会
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并成功选出初选理事。本会协助大会记录及呈报事项。（图20）
28.03.2015 该会选出新届理事，分別由何星添、张招兴及邱道清出任会长，秘书长及财政职。

17. 水灾赈灾基金
30.12.2014本会响应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与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发动之赈灾行动，捐助西马九州属被洪水
侵袭的20余万灾黎。本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互爱精神，由本会全体理事、途商公会、会员
商家、各界商翁及公众人士共筹获RM38,370，并于2015年1月14日将款项移交至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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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稻米监控局15%津贴白米配额不足
12.01.2015及15.01.2015 诗巫米批发商公会与本会及诗巫省华人
社团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及新闻发布会，针对稻米监控局于2015
年正月开始仅发放430吨15%津贴白米予砂中区特定供应商表示强
烈不满， 并吁请稻米监控局按2014年每月1800吨配额重新发放予
全体供应商。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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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根据统计，砂中区75%以上的居民皆食用15%津贴白米，而且中
区人口正不断增多，理应每年增加配额。如今从1800吨减少至
430吨，而且发放予不符合标准的供应商，此举已造成普遍市民雪
上加霜。在马币汇率创新低，百物飙升之际，市民须以每10 公斤
庄增加8至10令吉购买白米，政府以民为本的概念将背道而驰。
目前，稻米监控局公布的配额只分给10家供应商，而且部分供应
商资格不符合标准，他们只提供予特定营地或学校。政府于2014
年初公布的15%津贴米乃分配予杂货店或零售商，供市民方便购
买，而不是超市、霸市、营地或学校。

(图22)

三间公会领导者吁请稻米监控局体恤中低下层人民的处境，继续
配以足够的15%津贴米予砂中区的米商供应商。
(图23)

此事项经过多番交涉后，农业部已应允于2月份发放1630吨予砂
中区米批发商。
19. 华商经济机构(诗巫)有限公司『第三届爱心培育计划助学
金』
08.02.2015 华商经济机构(诗巫)有限公司于本会二楼道赏堂举行
『第三届爱心培育计划助学金』颁发礼并设自由餐点招待全体出
席者。受惠同学共138位，各获RM500即本会雇员35
位、途商公会3位、公民中学18位、建兴中学13位、
黄乃裳中学17位、光民中学25位、公教中学6位及21
位家境贫寒与单亲家庭学生。（图21）
20. 分派2015乙未年新春红包
13.02.2015 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前往
卫理福儿院及慈善社疗养院分派2015乙未年新春红
包，每名马币二十令吉。（图22）
21. 新春茶会
27.02.2015本会于二楼道赏堂举办『2015乙未年
新春茶会』，广邀本会全体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
长、名誉顾问、理事、途商公会代表出席茶会，同
时也邀请诗巫凤凰山二霸王公庙舞狮团进行精彩表
演。当天出席嘉宾逾百人。（图23）
22. 会员大会暨理事选举
08.03.2015 本会于二楼道赏堂召开『第24届
(2015-2016年度)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理事选举』。大
会出席人数共118位。（图24）

(图24)

本会第24届(2015-2016年度)理事阵容如下：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会  长

许如湘

康乐

黄声访

署理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中文书
英文书
财  政
副财政
总  务
副总务
商  务
副商务
教  育
副教育
人力资源
副人力资源
技职教育
副技职教育
福  利
副福利
交  际
副交际

甲必丹高顺福
市议员苏德旗
江贤钦
张昌勤
张宗信
黄一新
吴良鹏律师
许修增博士
黄祯光
本固鲁张东儒
李孔光
张延榜
蔡俊智
市议员蒋祥德
许进潍
吴仁煌
市议员许如益律师
杨庆德
张倡荣
陈孟东
沈利傧
周冠兴
邱昌泉

副康乐
农业
副农业
工业
副工业
出版
副出版
资讯
副资讯
投诉
副投诉
旅游
副旅游
亚细安事务
副亚细安事务
大厦管理
副大厦管理
理事
理事
理事

林善仁
甲必丹王启真
李裕贤
张鹤岑
何明贵
赵文华
许品官
刘扬光
黄金春
唐荣国
黄敬秀
钱政文
邱昌源
郑荣裕
郑国辉
谢孝德
苏启友
萧庆忠
苏德恩
丁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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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中华总商会
23/3/2014

美里省华总在2014年3月23日上午在帝宫酒店召开【2014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暨选
举第18届理事】，本会依章委派6位代表出席。

24/3/2014

国家团结局协商委员会于2014年3月24日上午在美里民事中心主办 "基层的声音"对话
会，本会由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代表出席。

20/4/2014

美里省华总在2014年4月20日晚上，在帝宫酒楼5楼宴会厅举行【第18届理事会、第
17届青年团及第14届妇女组联合就职典礼】晚宴，本会委派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
第二副理事长李春森及秘书长卢耀喜律师出席。

22/4/2014

砂拉越人力资源部举行"最低工资全国巡回"讲座会，本会委派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代
表本会出席。

24/4/2014

砂拉越工业发展局在美里举行"2014年商业论坛"，本会委派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代表
出席。

10/5/2014

本会委派多位理事出席"卑尔骚自然保护区"推展礼。

15/5/2014

本会委派代表出席由贸消部和省公署联办"关于消费税意识和培训"讲座。

17/5/2014

配合美里升市9周年庆典，本会派出10位理事及青年团执委出席"庆祝美里升市9周年
纪念晚宴"。

20/5/2014

由三位助理婚姻注册官李春森，蔡明建及蒋子贤主持新人注册结婚仪式，当天共24对
新人登记注册。

02/06/2014

本会派代表出席由首相纳吉主持，在扇型公园举行的"全国达雅节庆典"活动，

15/06/2014

举办"认识香港柜台市场"讲座，

12/7/2014

本会首届青年团
执委就职典礼，
仪式由理事长天
猛公拿督斯里李
旭同主持。(图1)

16/7/2014

本会委派5位理事
出席砂拉越中小
型企业机构举办"
中小型企业家与

(图1)

消费税"说明会。
23/7/2014

本会派理事出席"2014年第一次 CITRARASA 活动协调会议"。

11/8/2014

本会委派21位代表出席通讯与多媒体部举行的"2014年媒体对话会"。

21/8/2014

本会由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及工业及人力组主任林启钦代表出席由砂工业局举办的
"2014年砂拉越转型研讨会"。

28/8/2014

本会第一副理事长陈仁国和第三副理事长李开运出席砂拉越国际贸工部举办的"贸易
救济措施讲座会，反倾销和保障措施"

29/8/2014

本会青年团共5位团委出席美里市政局举行"与美里青年协会"对话会。

16/9/2014

美里省华总在2014年9月16日上午在皇宫酒店安排【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与美里华
社对话交流会】，本会由第三副理事长李开运及秘书长卢耀喜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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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5/9/2014
10/10/2014

24/10/2014
24/10/2014

1/11/2014

18/11/2014

11/12/2014
31/12/2014

11/1/2015

14/1/2015

15/1/2015
17/1/2015
28/1/2015
30/1/2015

本会青年团举办"现金管理／私人退体计划"讲座，
出席人数约40人。
美里中华总商会与美里省华总在2014年10月10日
在美里室内体育馆举办马中建交40周年纪念东方演
艺集团【魅力东方，情牵大马】演出。（图2及3）
本会青年团总务沈毅霖出席"东盟东部增长区旅游贸
易博览会"。
世界华商组织联盟在2014年10月24-26人在澳门威
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宴会厅举行第11届世界华商高峰
会，本会共有32人代表参加。
本会委派5位青年团成员参加由美里省华总在2014
年11月1-2日在美里东林阁度假村举办第六届【华
团领袖培训营】。
在2014年11月18日下午在会所颁发由【百年基金
信托委员会】委托本会处理之一万令吉教育慈善捐
款。当天颁奖典礼由理事长天猛公拿督斯里李旭同
主持。
本会2015-2017年度理事会在2014年11月12日上
午提名，并在20日晚上顺利产生新届理事会阵容。
东方演艺集团【魅力东方，情牵大马】演出筹款在
扣除开销后将所得逾15万盈余分捐美里12间华文中
小学，在2014年12月31日在会所由砂州通讯与体
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主持移交。（图4）
在会所召开2015年会员大会暨举行2015-2017年
度理事会/青年团宣誓就职典礼，主宾为砂州通讯与
体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图5，6，7）
常务理事代表于2015年1月14日上午礼貌拜访美里
市长赖耀松律师，同时提呈备忘录事项以及交流
会.（图8）
常务理事于2015年1月15日礼貌拜访省长E n c i k
Antonio Kahti Galis.
美里省华总会长许德忍先生带领该会理事、妇女组
及青年团执委于2015年1月17日上午礼貌拜访。
科廷大学管理层于2015年1月28日下午礼貌拜访.
本会在2015年1月30日移交一万五千令吉捐助内陆
水灾灾黎重建家园基金，由美里省长Encik Antonio
Kahti Galis 接收。（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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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25

26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 讯 Bulletin

(图10)

7/2/2015

本会在2015年2 月7 日上午在人联党史纳汀党所礼
貌拜访砂州通讯与体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及举
行交流，出席理事有理事长李开运，秘书长卢耀
喜，副秘书长张经强，财政沈顺展，总务温钦恭，
教育主任宋志强，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理事刘汉
平，邓汉祥等。交流会内容包括汇报缤纷市集2015

(图11)

进展，推展礼日期，邀请出席新春团拜等。
13/2/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与美里市政局联办的【缤纷市集
2015迎新春】成功在2015年2月13至18日于大街及
君王街举行。这项连续13年的活动已经被市政局列
入每年大型活动中。在2月14日举行推展礼，主宾
为砂州通讯与体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

19/2/2015

本会于2015年2月19日（农历新年初一）上午在会所成功举行新春团拜、当天出席
的受邀嘉宾及理事非常踊跃，现场也邀请到美里培民中学、廉律中学及美里中华中学
瑞狮团到场助兴，场面热烈。（图10）

20/2/2015

本会理事在2015年2月20日农历新年初二上午分别向砂州通讯与体育部助理部长拿督
李景胜、市长赖耀松律师、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第二副理事长林昌陞及拿督陈超耀
贺年。（图11）

1/3/2015

本会理事会成员于2015年3月1日上午趁着欢庆华人新年期间、 陪同中国驻古晋领事
馆总领事刘全、领事李健向本会名誉会长天猛公拿督斯里李旭同、拿督李景胜副部
长、丹斯里拿督刘贤威、拿督斯里刘久健、理事长李开运及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贺年。

6/3/2015

美里兴安会馆于2015年3月6日晚上假美里帝宫酒店举办的"2015新春大团圆暨35周年
会庆晚宴"。 本会委派副秘书长张经强代表理事长出席。

9-10/3/2015 本会理事、青年团执委及会员，总共17位团员在理事长李开运率领下，团员包括名誉
会长拿督沈福源、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第二副理事长林昌升、第三副理事长杨河
威、秘书长卢耀喜、副秘书长张经强、财政沈顺展、总务温钦恭、教育主任宋志强、
福利主任蒋子贤、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理事兼青年团团长古志明、 青年团财政杨
睿蓉、会员林顺源、会员李克强、及随团秘书张禄玲，于本月9至11日依序访问了山
打根中华商会、斗湖中华商会及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交流，并诚邀各商会组团出席本会
将于今年9月5日举行的90周年会庆活动。 （图12, 13, 14, 15, 16, 17, 18）

(图12)

(图14)

(图13)

(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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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图17)

12/3/2015

美里海港局于
2015年3月12
日上午带领政
府委任顾问公司
W A H B A S d n.
B h d. 公司代表
到本会本会理事
沟通及交流有关
【2015-2050
研究砂拉越石油
(图19)
天然气整体规
划】事宜。（图19）

17/3/2015

本会与砂公共服务局S u r u h a n j a y a
Perkhidmatan Awam Negeri
S a r a w a k简称（S P A）于2015年3月
17日上午在本会会所联办【招募华裔
公务员现场面试】活动，联邦公共服
务局局长丹斯里莫哈末宾阿当亲临主
持面试程序及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
并直接录取合格的面试者在各政府部
门工作。本州通讯与体育部助理部长
拿督李景胜也到场了解情况及致词。
（图20, 21）

22/3/2015

美里省华总于2015年3月22日上午在
帝宫酒店召开【2015年常年会员代表
大会】，本会有委派代表出席。

24/3/2015

理事长李开运及副财政朱国钧出席砂
拉越电力局于2015年3月24日上午假
美里帝宫酒店5楼D a n u m R o o m主办
的"砂拉越电力局与政府关系单位对话
会"。

(图20)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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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12.04.2014

出席省公署假亿倍利大酒店与砂州新首长共进晚餐的活动。

22.04.2014

出席省公署假亿倍利大酒店举办之“民省工商业讲座开幕礼”。

22.04.2014

出席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M I D)定于上午八时至下午一时假亿倍利大酒店所举办的
“工商业讲座会”。

23.04.2014

出席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上午十时至中午十二时假亿倍利大酒店举办“商业论
坛”。

03.05.2014

本会于上午九时卅分为《民都鲁历史文化走廊》举行开幕典礼，并恭请砂拉越州旅
游部兼房屋部部长拿督阿玛阿邦佐哈里为开幕典礼主宾。

16.05.2014-

本会组团前往参加砂中总假沐胶举行

17.05.2014

的第47届(2014年)常年会员代表大

(图1)

会。（图1）
20.05.2014

出席Billion Utama Sdn Bhd举行的
海景阁公寓动土礼。

22.05.2014

本会福利组配合达雅节，前往民都
鲁实比河华小以及尚文公学进行派送
礼物给贫苦学生。（图2）

25.05.2014

出席民都鲁省华总举行的第十四届第
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06.06.2014

• 本会代表出席者合摄於大会

出席省公署配合最高元首华诞所举行
的感恩晚宴。

07.06.2014

本会部分理事在会长邦曼查卓昭平博
士带领下，出席省公署配合最高元首
华诞举行的茶会。

14.06.2014

出席民都鲁发展局假实巴荷图书馆举
行的达雅节开放门户。

18.06.2014

出席民都鲁尿素肥料厂(A B F)于晚上
七时卅分假Kidurong Club举行的达

(图2)

• 会长邦曼查卓昭平博士及福利组主任陈炳银
移交礼物予实比河华小贫苦学生

雅节晚宴。
27.06.2014-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假沙巴分别举行

28.06.2014

“第3届青商大会”以及“第68届常

(图3)

年会员代表大会”，本会共有十位代
表出席参加。
29.06.2014

本会于上午十时卅分在叶绍辉礼堂举
办“2014年度教育奖励金”颁奖典
礼，同时，本会的新网站也在典礼当
中举行了简单的推展礼。

18.07.2014

本会于晚上七时卅分假丽华大酒店顶
楼举办一项“认知大马消费税”讲解
会，当晚共获得60人出席。(图3)

• 讲解会上出席者一瞥

会 讯 Bulletin

19.07.2014

出席Islamic Information Centre假亿倍利大酒店
举办的开斋节晚宴。

20.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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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福利组及商青团于下午一时卅分至三时假民都鲁综
合医院举办一项捐血活动，共有十九位捐血成功。
（图4）

19.08.2014

部分理事出席省公署假民众会堂举办与砂州元首同
庆开斋节活动。

15.08.2014

B a n k S i m p a n a n N a t i o n a l代表于8月15日上午九
• 捐血活动进行时摄

时卅分来访本会，同时针对该公司投资产品进行讲
解。
25.08.2014

部分理事出席省公署假Majlis Jepak与砂州元首同庆开斋节活动。

28.08.2014

本会于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成功举办消费税讲座，讲员为大马关税局助理总监黄佐
介先生以及古晋关税局代表赖姿颖小姐，当天共获得430人出席聆听。

28.08.2014

出席参与贸工部假美里帝宫酒店举办的反倾销相关说明会。

17.09.2014

本会共有12位代表在会长邦曼查卓昭平博士带领下出席参加德山(马)有限公司位于
三玛拉汝多晶矽厂举行的开幕礼。

24.09.2014

共有六位代表出席民都鲁榕侨鹤龄俱乐部假世界餐厅大酒家举行的健康讲座会与义
诊活动。

27.09.2014

秘书长张延忠代表出席开智中学举办的感恩会见日，并与本会领养的两位学生会面，

30.09.2014

砂拉越篮球总会于9月30日至10月5日举办“2014年砂州首席部长杯国际篮球邀请
赛”，本会会长及理事受邀出席9月30日晚上8时的开幕礼。

05.10.2014

出席“2014年砂州首席部长杯国际篮球邀请赛”
的闭幕礼晚宴。

09.10.2014

(图5)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砂州负责人
R u h i z a m I d r i s于上午九时来访本会，并向本会理
事讲解有关该局的角色、最新发展以及商讨有关推
动本州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策略等等。（图5）

09.10.2014

出席参加国家银行假亿倍利大酒店举办的援助中小

• 全体出席理事与MIDA负责人合
影

型企业及金融机构说明会。
10.10.2014

出席民都鲁实比河华小举办的“创校50周年纪念金
囍晚宴”。

24.10.2014-

本会一行十三人在会长邦曼查卓昭平博士率领下，

26.10.2014

组团前往澳门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图6)

04.11.2014

本会共有7位会员报名参加马来西亚外贸促进局
(MATRADE) 假新世界大酒店举办的“2014年出口
商论坛”。

11.11.2014

前往礼貌拜访新警察局总监，并举行对话会。(图7)

22.11.2014

本会共有六位理事前往古晋出席参加砂中总召开的

(图6)

• 本会代表们出席高峰会会议时
摄

第47届第1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26.11.2014

出席省公署假世界餐厅举行的茶会。
(图7)

• 全体出席者於对话会上合影

30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 讯 Bulletin

06.12.2014

(图8)

本会于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在叶绍辉礼堂举办《工
业安全训练课程》，共有38位会员商家报名参加。
（图8）

10.12.2014

本会共有26位理事及商青团团员报名参加贸工部于
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假凯城酒店举办的消费税讲
座。

10.12.2014

本会社会与福利组安排于上午十时前往民都鲁福儿
院进行探访及送礼。（图9）

• 工业安全训练会进行时摄
10.12.2014

本会针对民都鲁发展局征收招牌税事宜，于上午
十一时前往P E R B I N D A与民都鲁发展局负责人进行

(图9)

对话。
12.12.2014

本会于晚上七时卅分在会议厅进行一项“消费税
(G S T)及软件讨论会”，共有十五位理事及商青团
团员出席。

08.01.2015

本会响应支持由砂中总所发动的赈灾运动，捐献
一万令吉作为赈灾款项。

• 福利主任陈炳银移交捐款予福
儿院负责人；全体出席的理事与
院童合影

25.01.2015

本会在叶绍辉礼堂召开第廿一届(2015-2016)常年
会员代表大会。（图10）

22.02.2015

理事受邀於上午前往会长张文财府上拜年，并於中
午前往向民省华总会长黄益隆博士拜年；当晚则前
往向名誉会长拿督谢向义拜年。

(图10)

01.03.2015

出席民都鲁区国会议员羊年春节开放门户活动。

17.03.2015

出席省公署有关泛婆大道动土礼相关会议。

06.03.2015

会长张文财出席砂中总假古晋帝宫大酒店举行的新
春晚宴。

• 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时摄

26.03.2015

出席贸消部有
关车辆电池、

21.03.2015-

本会所推荐的鉴证官出席参与中总假吉隆坡举办的

22.3.2015

讲解课程。

(图11)

刹车皮安全相
关 新 条 规 讲
座。
28.03.2015

假凯城酒店举
办“第廿一届
(2015-2016年
度)理事会及第
三届商青团就

• 本会新届理事会与拿督包章文(右六)及砂中总总会长许如湘
(右七)合影留念

职 典 礼 ” 晚
宴，主宾为首相
东亚特使民都鲁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张庆信太平局绅代表拿督包章文。（图11）
31.03.2015

出席参与泛婆大道动土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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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里奎中华工商总会
1.

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下
午3时正成功在泗商会会所进
行了第41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大会总出席人数是51
位。会议在下午4时30分结
束。
• 第41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 泗里街大医院进行分发食用品给病人
2.

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下午2时30分泗里街省公署为
了配合達雅节的来临，在泗里
街大医院进行分发食用品给病
人。出席理事有林典扬，
黄芝盈，李笙希，方治锝，
黄仕进，邓文武，柯顺利和执
行秘书黄碧凤。

3.

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
早上9点中华商会联合海关
局一起在泗里街华人社团联
合会会所举办消费税讲座。
总共出席者有302位。秘书处
获得财政部R M14900.00 的
津贴。

• 消费税讲座

4. 2014年10月5日（星期日）晚上7时正中华商会在珍珠食坊举办中秋晚会及颁发会员子女奖励
金UPSR得奖者有2位，PMR得奖者有4位，SPM得奖者有5位和大学学士得奖者有5位，总共有18位
得奖。同时也拨款赞助办学经费给民立中学RM10000.00。出席者有一百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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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奖励金

华人农历新年贺年
5.

2015年2月22日（星期
日）早上11点30分，华人
农历新年初四。获得前州
元首敦沙拉胡丁伉俪，砂
民进党主席兼民都鲁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张庆信，
首长署政治秘书兼泗里街
县议会副主席达央罗雅，
民进党卢勃区主席等人及
全体理事向会长林典扬贺
年。

6.

2015年2月28日（星
期六）早上9点在中
华商会所举办农业讲
座。主讲者来自英
国。获得60位会员和
商家踊跃出席。

• 举办农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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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帛中华总商会
(一)

(二)

(三)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5月25
日赠送一台电脑给加帛县唯一华
小福南学校，充作教学用途。
图说(1)：会长拿督杨华盛(左四)
将电脑移交给福南小学董事长孙
伟瑄。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6月1
日，组团向达雅同胞祝贺达雅节
快乐，鼓励与友族同胞同欢共庆
传统节日。 图说(2)：会长拿督
杨华盛(坐右三)与随团者向加帛
土著商会会长邦沙翁丹(坐左4)贺
节时合影。
配合国庆及大马日，加帛中华总
商会于2014年8月份，为全体会
员商店装置插国州旗设施，以方
便商家挂起国旗和州旗，提升本
地的国庆气氛及展现基本的爱国
精神。 图说(3)：商务组主任县
议员朱星龙(左)安排工作人员为
商店装置插国州旗设施。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四)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10
(图7)
月4日颁发学优奖，奖励学业优良
及及大专院校毕业的会员子女。 图说(4)：会长拿督杨华盛颁
发奖励金给其中一名学优者。

(五)

加帛中华总商会4位理事于2014年10月25日赴澳门参加第
十一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图说(5)：(左起)理事陈桦慷、会长

(图8)

(图9)

拿督杨华盛、署理会长刘孙瑞及副会长徐邦益在澳门会场合影。
(六)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11月6日起主办为期5天的羽球团体赛，吸引6支队伍的60名球员参
赛。 图说(6)：会长拿督杨华盛为球赛主持开球礼。    

(七)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4年12月23日主办消费税讲座会，让会员出席聆听及了解有关税制情
况。 图说(7)：消费税讲座出席者一瞥。

(八)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1月17 日派代表迎接莅访加帛的砂拉越州首席部长丹斯里阿迪南，
并一同出席"人民与领袖"集会。 图说(8)：会长拿督杨华盛迎接莅访加帛的砂州首长丹斯里阿
迪南。

(九)

加帛中华总商会4位代表于2015年2月6日赴古晋参加由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夫妇所设的新
春招待会。 图说(9)：本会代表在会场合影。右起为副会长徐邦益、会员张平、会长拿督杨
华盛及理事陈庆忍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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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胶中华总商会

(图1)

1.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第47届
（2014年）会员代表大会于
2014年5月17日假沐胶举行。
本会作为承办商会，于2014年
5月16日晚上假沐胶晶木酒店
举行欢迎宴，款待来自全砂各
地商会代表嘉宾们。
会长陈文添赠送纪念品予
主宾拿督谢向义。（图1）
会长陈文添赠送纪念品予
总赞助人陈曹敬局绅。
（图2）
全体理事与众贵宾合影
（图3：坐者左起：筹委会
主席姚长荣、拿督黄国
忠、陈曹敬局绅、拿督谢
向义、拿督林国璋及陈文
添）

2.

2014年杪，砂州首席部长拿督
巴丁宜丹斯里阿迪南沙登第一
次莅访沐胶。（图4：本会会
长陈文添出席迎迓）

3.

2015年华人农历新年期间，沐
胶 万 年 烟 区 州 议 员 Y B
Y u s s i b n o s h B a l o夫妇和达
乐与沐胶县议会W a l i k o t a
Abdul Yakub Bin Haji Arbi
率领友族朋友向会长陈文添拜
年。（图5及6）

4.

本会于2015年农历年初九举办
新春团拜暨颁发会员子女教育
奖励金。
会长陈文添与名誉会长和
理事齐捞生（图7）
P M R状元生钟雅琴同学
（图8）
全体得奖同学与理事合影
（图9）
全体理事向来宾们敬酒
（图10）

(图2)

(图3)

(图4)

(图5)

(图7)

(图9)

(图6)

(图8)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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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卓中华工商会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
及青年团执委于2015
年4月27日至30日走
访砂州各中华总商会
交流会，并于29日抵
达砂拉卓，与本会理
事进行交流。
• 林元安会长赠送纪念
品予美里中华总商会理
事长李开运。

本会于餐馆招待丰富午餐，款待该代表团。进行午餐之前，由秘书陈紫钦
先生致词，并介绍本会理事予美里商会理事认识，之后由会长林元安先生
致简单欢迎词，再由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先生致词，也介绍同行理
事。同时也邀请本会出席该商会于9月份庆祝90周年纪念庆典兼举办砂拉越
中华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也互相交换纪念品。

• 美里中华总商会一行人抵达砂拉卓，受到理事们热烈的迎接。

推广技职培训与认证
迈入21世纪电子资讯时代，工商业、科技与资讯领域，各行业工厂林
立，在在殷切需要高科技专业知识与拥有熟练的技术人才。
技职课程不再是一个新的观念。现在整个世界都迈向技术认证的方向。
世界各国已经推行学术教育与技职教育并行。
近年来，我国各政府部门积极推动技职教育，致使技职课程日益普遍。很多官方及私人界的技术学院林
立，所提供的课程包罗万象，并提供完善的设备与财务援助等。
技职教育已经开始普及化，以迎合时代的改变，满足社会和经济的需求。

砂州2030年需30万技职员工
据人力资源部部长拿督斯里里察烈，于2015年1月23日在古晋砂社险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我国
目前总劳动力是1千480万人，技术员工仅占总劳动力的28%。人力资源部希望国内的技术员工能在今年杪达
到33%，于2020年达到50%的目标。
在砂州政府大力推动再生能源走廊的发展下，技术员工在未来数十年的职场会非常抢手。在2030年之
际，预计需要至少30万名技术员工应付州内再生能源走廊的需求。

华社须改变思维
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员工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第二选
择。在先进国家，技术人员的薪酬与白领上班族不相上下，
甚至更高。技职教育在大马迈入高收入国期间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因为它可培育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人员，继而提高国内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与先进国竞争。
然而，很遗憾的是，报读的华裔子弟非常少，且大部份华裔的技術工人都没有获得政府的技术认证。不
报读原因或许包括语言、环境、学校因素或偏见，即认为那是属于蓝领阶级的工作。华社应摒弃这种想法，
相反的，让孩子有机会学有一技之长，在社会立足，并提升华社整体民族的素质与竞争力，达到民族自强的
目标。

技职教育（学子）、技职认证（在职技工）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中总）为推广华裔子弟对技职教育及认证的醒觉运动，将分成二个部分进行推动
工作。
学子方面，砂中总将协助学子克服进入技职学院的种种挑战和让他们了解关于技职文凭的重要性，在毕
业后，除了选择继续深造，也可考虑朝着专业技术发展，考取专业技术文凭。
在职技工方面，砂中总将协助本地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华裔技工，能够在无需上课或考试的情况下，依
本身的技术水准提出申请，获取大马技术证书及文凭认证。
文凭已经成为能力的象征。就算在本地公司的某个领域中，有同等实务的两位技师，如果其中一位有文
凭的认同，而另一位没有，薪水肯定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砂中总主张和灌输华裔子弟，不管是在教育阶段或者是在职阶段，都必须拥有“一技之能，一纸
文凭”，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里立足。

砂拉越土著经济管理协会
砂州政府为加强人民的技能教育，在州政府的倡议下，设立“砂拉越土著经济管理协会T a b u n g
Ekonomi Gagasan Anak Bumiputera Sarawak（TEGAS）”，由时任首席部长丕显斯里泰益玛目于2012年
2月28日主持推展礼。

T E G A S将极力推动砂州土著学子了解技职教育对本州发展的重要性，
培育更多技术人力资源，注入到州内的主要发展中，尤其是驱动砂拉越再生
能源走廊（SCORE）的发展。
由该部出版之『技职教育及培训通讯录』手册，收录本州各地技职学
府名录，包括提供之课程、申请资格等：（更多详情请登陆该部官方网址：
www.tegas.gov.my）

加强宣传
由于有关当局在华社作出的宣传不足，必须靠私人界协助。砂中总须结合各地中总的力量，合力宣传，
让更多华裔子弟把握机会，考取正规的认证。
同时，华社应善用并共享政府分配的技职资源，因为多数的国立技职学院的入学门槛比较低，学费低
廉，有些提供免费住宿及膳食，甚至有些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津贴。

砂中总角色
从政府政策及大马未来发展趋势已显示，技术认证文凭对技职专才极为重要。
砂中总于1994年至1996年，拨款200万令吉，充为发展独中的技职教育之用。同时，在当时已故丹斯里
拿督阿玛黄文彬的建议下，获前首相敦马哈迪同意，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亦拨款200万令吉，总共捐出了
400万令吉。再加上，自1983年，砂中总31年来常年资助州内14间独中，充作办学经费，累积高达5百850万
令吉，加上独中技职教育基金的4百万令吉，总共捐出了9百850万令吉，惠及华裔代代子孙。
砂中总不仅在促进华商大团结及华文教育发展上不遗余力，更为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并间接协助
政府推动技职教育，培育更多技职专才。
砂中总将朝向推广技职教育的方向，继续前进，鼓励更多华裔子弟进入技职学院就读，为未来开启一条
康庄大道。

至诚恭贺
2015年 我 国 最 高 元 首 端 姑 阿 都 哈 林 陛 下 87岁华 诞 封赐
会  长

许如湘先生
荣膺J.S.M.勋衔
砂 拉 越 中 华 总 商 会 全 体 同 仁     敬 贺

Phase 2 :
32 units (3 Storey)

BOOKING
AVAILABLE

Dato' Yong Hua Sying & Yong Hua Seng

Tong Hua Sying Furniture Workshop Sdn Bhd

No. 58, Jalan Airport, 96800 Kapit, P. O. Box 246, 96807 Kapit, Sarawak.
H/P : 013-8033677
Fax : 084-796181
Email: yonghuasying@yahoo.com

RC Piles

(No. Syarikat 503457-D）

利德洋灰有限公司
LEADER CONCRETE SDN BHD

Bricks Stock

RC PILES
& HRPC

兼售混凝土椿
（洋灰椿）

TEL : 084-657379, 084-659379 (FACTORY)
E-MAIL : leader_concrete@hotmail.co.uk

LOT 1642, BLOCK 33,
TEL : 084-655379,655380,654379
SARIKEI LAND DISTRICT,
FAX : 084-655378
P.O.BOX 666, 96108
H/P : 019-8174687
SARIKEI, SARAWAK		

PRIMACES SDN BHD
EZ TIMBERYARD SDN BHD
LDY CONSTRUCTION SDN BHD
GLOBAL PROPER TRADING SDN BHD

砂中总 与 会 员 商 会
ACCCIS AND CHAMBER MEMBERS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中总）是马来西
亚砂拉越州内华裔商会的联合总机构，
拥有23个会员商会，分布在砂拉越州内
12个省份。
砂中总成立于1965年，代表近五千个马
来西亚华人公司、商家及多行业团体，
充分扮演它代表工商界的角色。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员商会分布图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arawak
(ACCCIS) is the parent organisation of
the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the state of Sarawak. It has 23
chamber members located separately in
twelve divisions of the State.
The ACCCIS was founded in 1965. The
ACCCIS is an autonomous private sector
organisation that virtually represents
about 5,000 Chinese Malaysian
c o m p a n i e s , i n d i v i d u a l s a n d t ra d e
associations in particular and Chinese
b u s i n e s s co m m u n i t y i n ge n e ra l i n
Sarawa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古晋中华总商会 Kuching CGCCI
成邦江中华总商会 Simanggang CCC
诗巫中华总商会 Sibu CCCI
美里中华总商会 Miri CCCI
泗里街中华工商总会 Sarikei CCCI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Bintulu CCCI
林梦中华商会 Limbang CCC
石隆门中华商会 Bau District CCC
西连中华商会 Serian CCC  
砂拉卓中华工商会 Saratok CCCI
民丹莪中华商会 Bintangor CCC  
加帛中华总商会 Kapit CCC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达乐中华商会 Daro CCC
沐胶中华总商会 Mukah CCC
峇都中华商会 Matu CCC  
石山中华商会 Batu Niah CCC
桑坡中华商会 Song CCC
实务的中华商会 Sibuti CCC
峇南中华总商会 Baram CCC
老越中华工商总会 Lawas CCCI
木中中华总商会 Betong CCC
新巫瑶中华商会 Sebuyau CCC
加拿逸中华工商会 Kanowit CCCI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中总）

The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arawak (ACCCIS)
Level 5, Wisma Chinese Chambers, Jalan Bukit Mata Kuching,
9310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
: 6-082-428815
Fax
: 6-082-429950
Email : acccis11@gmail.com
Website : www.acccis.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