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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50年来砂中总从不间断的扮演政府与民间沟通的
桥梁，积极配合政府政策，参与国家经济事务，引领华人经济融
入国家经济发展主流。在历经了13位会长的领导下，砂中总时至
今日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代表工商界的角色。而功劳最大的，就
是我们所敬佩的前会长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创下了连任本会
会长及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20年之光荣记录。他不仅强化
商界与官方的良好关系，也促进族群大团结、维护华教和深化马
中两国友谊等方面，贡献巨大。
迈入新经济世纪，我国正面临各项区域性的倡议，即东盟经
济共同体（A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TPP）及中国一带一路（OBOR），这些都将为我
国市场带来冲击。工商界尤其中小型企业需要自强及提高素质，
针对整个生产、管理与行销链内的人力资本发展，投入更大的努
力，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并增加对外贸易与交流的
机会，提高竞争力。
砂中总为培育更多技术专才，早在1994年拨款200万令吉，
并争取州政府拨款200万令吉，充为发展独中的技职教育之用。
迄今，砂中总依然积极推动技职教育，鼓励华裔子弟考取技术认
证，协助我国政府推动技职培训，减少依赖外劳，利用创新和科
技，推动国家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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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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7日开斋节首日向
本州州元首敦丕显斯里泰益玛目、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迪南沙登、房屋及
旅游部长拿督阿玛阿邦佐哈里以及旅游部助理部长拿督达立朱菲立庆贺开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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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会2015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于2015年9月6日假美里帝宫酒店召开。212位来自全砂各地之会员
商会代表踊跃出席大会。

本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致欢迎词时表示，盼望各地中总商家融入并抓紧『一带一路』的
优势和机遇，实现东盟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共享繁荣。更盼望在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的精明带
领下，使我国各地中总商家都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加强区域合作，发展中小企业，在国际
工商界占有更重要的席位，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长许如湘致词时表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发展，已经为今天的商业社会带来各
种巨大的变化。近年来，东协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寮国、缅甸等拥有庞大市场开发潜力，让东协成
为国际投资焦点。东协经济共同体的崛起，以及中国正在鼓吹“一带一路”战略，这些都将对我国
市场，以及企业营运模式带来巨大冲击。于此，本州企业应以创意及创新行销手法，为企业定位及
产品核心价值，以维持竞争力。同时，调整步伐，开拓视野，采取机会，加强企业本身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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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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会有请主宾拿督戴良业见证，由会长许如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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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别由古晋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陈日枝（左图）、诗巫中华总商会署理会
长高顺福（中图）及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右图）代为接领。

大会感谢
主宾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拿督戴良业 出席主持开幕仪式

会长拿督戴良业发表演讲时表示，这是他当选中总总会长后，担任主宾的第一个属会常年会员
代表大会，别具意义。

总

中总新届中央理事成立了22个工作组和两个专案小组，涵盖各行各业，以期更全面、更深入的
处理各项影响工商业发展的课题，以及协助商家开拓更广的市场。中总将继续加强与政府的关系，
以更有效反映工商界意见，并将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方式，来处理影响工商业发展的课题，积
极参与政府工商经济政策的拟定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电子商务世代的来临，中总和各属会对会员资料的管理机制也要朝电子
化发展。马来西亚的市场很小，商家们必须抓紧机遇，"立足大马、联合东盟、迈向中国、走向世
界"。因为马来西亚得天独厚，我们是"东盟通、中国通、清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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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精会神，全神贯注！

里中华总商会亦于2015年9月5日举行90周年晚宴。感谢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及全体理
事的周全接待，让全砂各地代表获得宾至如归的热情款待。同时，在承办本届大会上给予了各
方面最大的支持，促使会员代表大会顺利举行。

美

中总新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就中总未来
三年的工作方向及目标表示，首要工

• 与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及总秘书拿督卢成全对
作是“中总一体化”，整合中总及各属会
话交流。
会员资料，以利信息传达，并呼吁本会23
间会员商会作出配合，整合会员商家资料，同时广招更多新会员加入，壮大中总组织阵容，共同打
造中总品牌，提升中总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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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贷款全国巡回讲座
由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
中心（SAME）主催、本会主
办、古晋中华总商会协办之“中小
企业融资贷款全国巡回讲座”，于
29.09.2015假古晋皇冠广场宴会厅
（天阁顶楼）成功举行，出席人数
非常踊跃，逾250位。由首相署部长
拿督魏家祥博士主持开幕。共有9
个主讲机构，分别是：自立合作社
（KOJADI）、马来西亚中小企业
机构（SME Corp）、中小企业银
行（SME Bank）、马来西亚进出
口银行（EXIM Bank）、农业银行
（Agro Bank）、马来西亚兴业金
融机构（MIDF）、国民储蓄银行
（BSN）、马来西亚信贷担保公司
（CGC）及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
（AKPK）。
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
心（SAME）经于2014年10月1日正
式成立，旨在全方位地协助中小企
业，尤其是整合各种提供中小企业融
资的管道，让中小企业能够清楚了解
适合自己的融资方案作出选择。
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分别于
2015及2016国家财政预算案中，各别
宣布拨出5千万令吉贷款予华裔中小
企业。申请条件比起一般商业银行来
的宽松，只要是年龄介于21至60岁的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业者皆可申请，贷
款额从5万令吉至25万令吉不等，贷
款期最多5年，年利率4%。所有款项
将通过自立合作社拨出，申请者在贷
款批准后须成为自立合作社社员。有
关申请表格也可从下列网站下载及联
系相关负责人：
1. 首相署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拓展中心（SAME）：http://same.jpm.gov.my
Mr. Adrian Lee，电话：03-88805018，手机019-8532628或电邮：adrianyclee@gmail.com
2. 自立合作社 ：http://kojadi.my
Mr. Anthony Wong或Ms. Kelly Wong, 电话：03-21616499，传真：03-21612840或
电邮：sme@kojad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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饯别总领事刘全

本会、砂拉越华人社团总会及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联合主办，古晋三马拉汉及西连省华
总协办，于2016年1月5日假古晋帝宫酒店筵开百席，欢送任满回国之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阁
下。本会理事及会员商会理事皆踊跃出席欢送之。

欢迎总领事付吉军履新
本会年 于4 2月0 1 68
日假古晋悦上
海餐厅设晚宴
招待付吉军总
领事，藉以欢
迎其上任为中
国驻古晋总领
事。席间本会
理事及来自各
省份之会员商
会会长及理事
与总领馆领事
交流甚欢。
• 图示：坐着左起：副会长张文财（民都鲁中华总商会会长）、石隆门中华商会会长本固鲁郭茂发、中
国银行东马区域总经理张宏坤、古晋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陈日枝、会长许如湘（诗巫中华总商会会长）、
付吉军总领事、署理会长李开运（美里中华总商会会长）、副财政李春森、副会长拿督杨华盛（加帛中
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拿督高顺福。站者左一及二分别为商务领事王健及西连中华商会会长赖招良县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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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 晚 宴

• 本会50周年晚宴以廿四节令鼓掀开序幕。
拉越中华总商会（砂中总）于2016年1月12
日，假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50周年晚
宴，由砂州第二资源策划与环境部长、砂公用设施部长暨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代表本
州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迪南沙登为主宾。当晚筵开40席，场面热闹且隆重。

砂

出席晚宴的包括砂州内阁正副部长、中国及印尼总领事馆、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及全马各地的
中总领导和代表、本地商团领导、政府部门高级官员、名誉会长、银行及媒体高层等。

• 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在会长许如湘及全体贵宾、名誉会长以及理事的陪同下，主持了切
蛋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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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颁发特别服务奖予六位前任及现任会长，以表扬他们在担任会长期间，领导
本会，并给予无私贡献。

• 左起：拿督张仕国、拿督黄国忠、拿督阿玛阿旺
登雅部长、许如湘、张建卿、拿督沈福源及拿督谢向
义。

• 前排左起 ： 李锦新、林水清、拿督沈福源、拿督黄国忠、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许如湘、
拿督斯里李旭同、何湛芳、拿督陈宗明。
后排左起 ： 许富川、蔡成荣、拿督张仕国、蔡明田、张建卿、龚世兴、拿督谢向义、陈仁国。

• 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分别颁发现任理事长期服务奖予服务长达38年的拿督陈宗明（左图）
及前任理事长期服务奖长达27年的蔡明田（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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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湘会长致词时表示，五十年来，本会为维护
砂拉越商家与人民的利益，曾就相关不合理课题，向
当局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也曾尽力协助当局推动各
项有益商家与人民的举措。
许会长亦针对多项本州课题，包括将从砂拉越所
征收到的消费税中，拨回给砂拉越充作发展用途、向
联邦政府索回自主权，争取与索回砂拉越应有的权益
等，表达全力支持本州首席部长为砂拉越争取自主权
的行动。
许会长同时亦促请本州首席部长，在进一步为砂拉越人民带来实质益惠过程中，能够检讨砂拉
越现行的法令与条规，如广告条规，1995年分层地契法令等等，将已不适合现今社会环境的法规条
文，加以修正，以改善社会的建设，进步与发展。

• 左二起：署理会长李开运、砂州工业发展助理部长暨社区服务助理部长拿督彼得南旋、会长
许如湘、总会长拿督戴良业、砂州工业发展（投资与宣传）助理部长暨乡村发展助理部长拿督
朱莱喜纳拉威及夫人。

• 来自全马各地中总代表们！

会 讯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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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戴良业
致词时，表达了对砂首长大胆独到的政见和言论、务实亲民的作风，
深表敬佩与感动。砂首长致力维护各族群及宗教的和谐、团结及稳定
的举措，在中总的立场上也是一样，也是非常重视国民团结，并举办
了好几项活动，以促进国民的团结，例如国民团结实习计划以及举办
英雄奖。
总会长拿督戴表示，马中两国今天是非常亲密的战略伙伴，两
国的经贸也不断的稳定发展。多年以来，两国的经贸投资更是东盟之
冠。马中两国各方面的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私人企业界及华社做出
了许多努力，而功劳最大的，就是我们大家所敬佩的老会长，砂中总
的老会长，也是全国中总的老总会长丹斯里黄文彬。丹斯里担任总会
长达二十多年，任期间，领导中总成为大马首个主动为马中经贸往来
穿针引线的民间团体，更成功促成多项马中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两国
持续不断的经贸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贡献巨大。

• 惊喜的生辰！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1月11日
的生日祝贺受到全体嘉宾的祝福。

• 雍容华贵典雅漂亮的女士们！

• 鸡尾酒会一瞥。

• 会长许如湘接领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
赠送之纪念品。

• 晚宴会场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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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资源策划与环境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
代读首长演词时宣称，砂州经济表现良好稳健，过去连续4年成为
大马四大最佳投资州属之一。他指出，截至去年首9个月，砂州
吸引达117亿6千万令吉外资，乃全国排名第二州属，紧接柔佛之
后。
他表示，州政府为吸引外资进驻砂州投资领域，除了提供完
善基建设施便利外，最重要还是政府实施有利于国内外投资商的
商业政策，确保砂州商业领域得以健康竞争。尽管州政府致力于
招揽外资进驻砂州投资领域，不过，仍不忘本地中小型企业的发
展，并透过许多不同的奖掖和奖励形式来协助这些中小型企业。
斥资31亿开拓工业园
他续说，砂州在经济成长上享有硕果并非偶然，而是州政府和私
人领域所努力累积之成果，更幸运的砂州政治稳定和州政府高效
率执行政策，让外资对砂州最高领导深具信心。
他透露，州政府斥资31亿令吉开拓超过7千300公顷土地，作为州内工业园发展，另外还有占地8千公
顷的沙玛拉如工业园以及占地逾7千公顷的丹绒玛尼清真枢纽。同时，在第十一大马计划下，政府将于州
内的小城镇如伦乐、木中、斯里阿曼、实巫遥、马鲁帝、石隆门等，甚至也在较大城市诗巫发展全新的工
业区，以推动本地中小型企业成长。
州政府此项举措是希望在州内每个县，尤其是郊区城镇都能设立至少一座工业区为目标。因此，他也
呼吁砂拉越中华总商会成员能善用政府现有所提供的基建设施优势和便利，以扩展商业版图。

• 会长许如湘在全体贵宾陪同下，赠送纪念品予
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
• 敬上一杯酒，感谢全体来宾们
的踊跃参与，为晚宴增添光彩。

• 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部长与筹委会主席拿督
黄国忠相见欢。

会 讯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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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职教育讲座
由本会主催、古晋中华
总商会主办之技职教
育讲座，经于2016年1月24
日假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
讲堂举行，以有效推广技职
教育，让广大的学子、家长
及各界人士深入了解技职教
育及其途径。由该学院讲师
刘利伟先生主讲。

• 古晋中华总商会中小型
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主
任郑佑上致欢迎词。

• 砂中总总秘书暨古晋中华总商会署理
会长李锦新赠送纪念品予刘利伟讲员。

• 讲员与出席高
中生互动时影。

实至名归

至诚恭贺
2016年彭亨州苏丹阿末沙殿下
85岁华诞封赐

副会长

高顺福先生

荣膺D.I.M.P.拿督勋衔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全体同仁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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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全国庆典
2015年五一劳动节全国庆典落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本会受人力资源发展
部邀请，委派一支20人队伍参与其盛。

• 部分队员合影。

中国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访问团

• 由副会长高顺福赠送纪念品予梁志敏。

• 本会在该代表团抵达古晋是日中
午，假古晋河滨皇冠酒店为远道而来
的贵宾设宴洗尘。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区在州委书记梁志敏率领下，一支7人代表团，于2015年5月6至7日到访古晋北
市市政局，为两市相互缔结为友好城市签署意向书。除此之外，该代表团也将与古晋北市方
面，探讨和寻求大理和古晋这两座城市在双边经济文化交流、旅游和经贸投资之合作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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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第69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69届常年
会员代表大会于2015年7月25日
在马六甲召开。卸任总会长拿督林
国璋退位让贤，由吉隆坡及雪兰莪
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戴良业接棒新
任总会长，任期三年。
本会会长许如湘出任为中总副
总会长。本会推派理事，亦是古晋
中华总商会秘书长蔡文铎律师在38
名候选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获选
为中总中央理事。

• 赴会代表及团员共有88位。部分团员于会后合摄。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设之欢迎晚宴。

•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盛大举行百年庆晚宴。全马商会合赠牌匾恭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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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商高峰会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会，于2015年10
月23日至25日假澳门威尼斯人渡假村
酒店成功举办。本会一行16位代表团，在
会长许如湘先生率领下赴会，共襄盛举。
该届高峰会由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主办，澳
门贸促局、经济局共同合作，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台湾商业总会、凤凰卫
视、亚洲周刊协办，共吸引来自全球37
个国家和地区，1600余位华商社团代表出
席。与会华商围绕“一带一路，全球经济
新布局”主题开展交流，探讨合作，共谋
发展。
• 诗巫及加帛的代表们。

• 泗里街的代表。

• 左四为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执行主席丁楷恩。

• 与香港东帝汶总商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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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中华总商会
2015 年 4 月 份 至 2016 年 3 月 份 之 活 动 报 导
15.4.2015
反贪污委员会讲解会
本会与反贪污委员会（砂分局）在华商大厦第四楼
《文彬堂》联办一项讲解会。该局委派来自吉隆坡
总部的官员Mr.Lim Gim Shin前来以华语主讲，以让
古晋华社了解该委员会的功能及操作方式，并希望
透过此活动，改善大众对该委员会的印象及增进彼
此的情谊，进而共同打击贪污。共93人出席。(图1)
22.4.2015
“热购”招商及说明会
由星洲日报主办、本会协办之“热购”招商及说明会在
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超过50人出席聆
听。该说明会主要是介绍“热购”的优势。

(图1)

(图2)

30.4.2015
“一带一路”新思路讲解 /
			
美里商会亲善访问团到访
本会会长拿督黄国忠邀请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
全阁下于一园潮州菜馆为本会讲解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所提倡的“一带一路”新思路与相关政策。另，适
逢美里商会亲善访问团一行21人到访，会长除邀请
该会访问团与会之外，也邀请西连商会和石隆门商
会理事出席参与有关活动及午餐交流。(图2,3)
19.5.2015
马电讯高层拜会本会
马电讯中小企业部门副总经理Puan Roslawati及两
位高级职员，一行 3 人前来拜访本会，由署理会长
李锦新先生、副会长天猛公刘金荣、拿督斯里蔡展
文、秘书长蔡文铎律师、财政本曼查高伟宁及副秘
书长刘细畅先生出席接待。

(图3)

20.6.2015
第65届会员大会
于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共172间会员商
号代表出席。大会共通过七项提案，并于当天会后
进行新届理事复选。(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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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015
与中国四川省崇州市代表团签署友好
			
合作意向书
本会与中国四川省崇州市代表团在南市市政局会议
室签署友好合作意向书，由本会会长拿督黄国忠与
崇州市委常委暨统战部部长郑继良一同签署，并由
本州第二财政部长兼地方政府及社区发展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黄顺舸见证。同时出席者有南市市长曾
长青、中国驻古晋商务领事王健以及本会理事。本
会也于当晚在悦上海餐厅设宴款待该代表团。(图5)
11.7.2015
颁发2015年度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
			
学业优良奖励金
本会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2015年度丹
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学业优良奖励金颁奖典礼。共
80名学生获奖，即小学组51位，初中组13位及高中
组16位。(图6)

(图5)

(图6)

17.7.2015
开斋节向马来领袖贺节
本会理事与砂中总理事于开斋节首日向马来领袖贺
节，贺节对象包括本州州元首、首席部长及旅游部
长。(图7)
5-6.9.15
出席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第48届常年会
			
员代表大会
美里中华总商会庆祝创会 90 周年庆典暨砂中总召
开第 48 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在美里帝宫大酒店
举行。本会 33 位代表出席，即李锦新、陈日枝、
天猛公刘金荣、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文铎律师、刘
细畅、本曼查高伟宁、翁岳春、朱昌亮、魏铭辰博
士、张光福、卢少奎、李伟城、田松茂、何修华、
郑佑上、甲必丹黄锦就、吴潮辉、蔡明龙、何金
明、张子京、郭建发、夏忠荣、吴亚声、王裕华、
李志明、陈玮政、吴俚葙、叶银珍、拿汀斯里胡芝
伊、陈亚秀、邓丽卿及蔡莉萍。本会共提呈七项提
案，其中六项获大会通过，另一项原不被接纳，后
改为临时动议，并获得大会通过。(图8)
27.9.15
青商组主办儿童填色比赛
本会青商组于古晋石角MJC答邦中华公学主办儿童
填色比赛。分为：A组（5-6岁）；B组（7-9岁）和
C 组（10-12岁），参加人数共105位。优胜者各获
得奖金、奖状和奖杯。(图9)

(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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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8.9.15
福利组赠送口罩予古晋各中小学
由于烟霾来袭，为顾及学生的健康，适逢各华文中
小学校教师在古晋中华小学第一校及古晋中华小学
第三校召开汇报会及会议，本会福利组组员前往该
二校分发口罩（共一万个），以便转发予各校学
生。(图10)

(图11)

29.9.15
《 中小企业融资巡回讲座会》
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心 (SAME) 主催、
砂中总主办、本会协办之《 中小企业融资巡回讲座
会》在皇冠广场《天阁》举行，反应非常踊跃，约
250 人出席。开幕嘉宾为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拿督
魏家祥博士。(图11)
14-19.10.15 赴中国广州参加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本会马中经贸组与古晋马中贸易进出口商会联合组
团赴中国广州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
于筹备时间紧迫，反应并不理想。

(图12)

23-25.10.15 参加《第12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本会受邀组团，由商业组筹组，主任魏铭辰博士率
团，一行13人前往澳门参加由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主
(图13)
办之《第12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团顾问为蔡文铎
律师。团员有何金明、朱昌亮、拿督温春熙、李开喜、陈健民、范庆和、张子京、李锦存、拿汀饶
小珍、程秋呤及黄玉棠。另三位团员因临时有急事而不克出席。(图12)
31.10.15
《银蜂（副业）培殖与管理技术讲座》
由本会农业组主办、砂劳越燕窝商公会协办之上述讲座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由马中
友好世界燕窝商会会长彭矜华先生与林志权先生主讲，主要讲解有关银蜂的种类与经济价值、银蜂
培植技术与配备以及银蜂管理与采收等相关资讯。出席人数如预期的100人。(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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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5
大马皇家关税局官员到访
大马皇家关税局两位官员Encik Abang Mohd及Puan
Norzubaidawati到访本会，由副会长天猛公刘金荣
及秘书长蔡文铎律师接待。
13.11.15
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全阁下宴请
			
本会理事
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全阁下在梨苑大酒家宴请
本会12位理事及中资企业。
26.11.15
《清真标准要求讲解会》
为了让会员（尤其是从事食品业者）增加对清真概
念的了解及强调其重要性，本会商业组与工业组联
办，邀请本州伊斯兰事务局清真食品管理部官员林
友礼先生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主讲《清真
标准要求讲解会》。讲题包括：砂拉越清真系统、
大马清真认证申请流程及大马清真产品的法律条
规。约70人报名参加。
11.12.15
商业组与福利组组员聚餐
该两组组员于砂拉越俱乐部聚餐交流，以促进组员
们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组员们都踊跃出席。

(图14)

(图15)

15.12.15
本会网站推展礼
本会资讯及通讯工艺组负责筹划之新网站，在一园
潮州菜馆由本会会长拿督黄国忠亲自主持推展礼，
午宴由会长宴请。
03.01.16
参观燕屋、银蜂养殖场及Empurau
			
养殖场
本会农业组在副主任李开喜的安排下，赴西连参观
燕屋、银蜂场及Empurau养鱼场，此外还特地安排
榴莲品尝会。组员都踊跃出席。(图14)

(图16)

05.01.16
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全阁下饯别晚宴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华总及砂董联会联办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全阁下饯别晚宴，在古晋帝宫
酒店举行。本会理事由砂中总宴请，都踊跃盛装出席晚宴。部分理事也另购票支持。当晚出席人数
众多，并热情为刘总领事饯别，也个别送上纪念品。(图15)
12.01.16
砂中总50周年晚宴
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席开41桌。主宾首席部长因有其他任务在身，而改派州工业发展及第
二资源策划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代表。本会全体理事皆受邀出席，同时本会秘书处职员也在现场
提供协助及招待。(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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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6
技职教育专访
人力资源发展组在文彬堂举行技职教育之传媒专
访，出席者有砂中总会长许如湘、本会署理会长李
锦新、秘书长蔡文铎律师及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郑
佑上。此外亦邀请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长叶宗元、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校长官晨阳及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技职主任关振华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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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6.01.16
四小扩建校舍筹款义卖会
为了响应四小扩建校舍筹款义卖会，青商组设立义
卖摊位及赞助牛奶、糕点、香蕉饼及酱料，并成功
筹获逾千令吉。
22.01.16
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与私人界常年
			
对话
在文彬堂举行，由该局总监Datuk Dayang Fatimah
主持，本会秘书长蔡文铎律师为该对话会的联合主
席，该局Putrajaya总部消费税部门也特委派署理总
监Tuan Haji Ahmad Masehi出席解答有关消费税之
进项税课题。(图17)
23.01.16
“大马信贷担保机构如何协助中小企
			
业获得融资”商业讲座
本会与大马信贷担保机构（ CGC ）联办 “ 大马信贷
担保机构如何协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商业讲座。该
机构吉隆坡总行助理副总裁韩智勇先生亲自出席主
讲。内容包括：CGC简介、如何协助中小企业获得
融资、CGC所提供的担保及融资产品以及回扣机制。出席人数约70人。(图18)

(图18)

(图19)

24.01.16
技职教育讲座
由砂中总主催、本会人力资源发展组主办之技职教育讲座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讲堂举行。主讲
人为美里廉律理工学院的刘利伟先生。主要为中学生提供不直接升大学的另一条出路，以让学生学
习一门手艺，拥有一技之长，提高就业机会。出席人数约 90 位，包括古晋及西连地区的校长、老
师、家长及学生。(图19)
25.01.16
与本州工业发展部对话
工业组举办在文彬堂与本州工业发展部举行对话。该部常务秘书Datu Liaw Soon Eng 带领资源策划
及环境部、土地测量局、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大马投资发展局、中小企业机构、大马外贸发展局及
中小企业银行的代表们与会。主要讨论的课题有土地、分层地契、建筑发展批准、工业奖掖及投资
机会等。本会理事及青商组成员都踊跃出席。(图20)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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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01.16 发放2016年度渡岁红包
本会福利组筹办，全体理事分成4天4组前往9家
慈善机构发放2016年度渡岁红包。受惠慈善机
构为精神病康复中心、布洛克纪念医院、十三
哩老人院（暂迁至8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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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分发的物品包括：
红包、午餐（饭盒）、芦柑、牛奶、浴巾及年
糕。受惠人数共444人。(图21,22,23,24)

(图21)

12.02.16
青商组组员聚餐
本会青商组在河滨皇冠酒店举办组员聚餐，以
加强联系与了解。
02.03.16
人力资源发展组与商团会员交流
会
本会人力资源发展组为要求马中总向人力资源
部申请更多行业之技职认证官及讨论有关外劳
人头税调整及合法化事宜，特与本会属下商团
交流对话。同时，拟出一份备忘录呈砂首席部
长，以要求协助解决有关外劳人头税调整及合
法化事宜。会上，各出席之商团代表皆踊跃提
出意见与建议。最后，本组建议要求各州都委
派合格的认证官并提供讲座，各行业参与者应
获得认证文凭。另，关于外劳人头税调整及非
法劳工合法化事宜，希望政府能够平均引进各
国外劳，而不仅偏重某国籍、简化外劳申请手
续及漂白手续，并早日解除所冻结之引进外劳
措施，以解除饮食业、建筑业及种植业所面对
之劳工短缺问题。同时，也希望州政府运用砂
移民自主权废除调涨人头税措施。

(图22)

(图23

18.03.16
砂人联党候选人与本会理事及青
(图24)
商交流
砂人联党朋岭区候选人符祥威律师、浮罗岸区
候选人包玖松在砂人联党朋岭支部副主席许庆喜硕士陪同下，于今日下午 2时30分在文彬堂与本会
理事及青商组员进行交流。会上他亦分享“活力商圈”概念及听取与会者的建议。许庆喜硕士也吁请
本会把已提呈政府当局但尚未解决的课题交予他们，以协助处理。本会出席者为：刘细畅、林亚
德、李伟城、田松茂、郑佑上、蔡慧强、甲必丹彭裕华、夏忠荣、黄福庆、杨岩彬。
21.03.16
孟加拉最高专员会见本会理事
孟加拉最高专员Mr. Md. Shahidul Islam阁下由劳工事务参赞Mr. Sayedul Islam陪同，会见本会理
事，并由本会安排在砂拉越俱乐部进行午餐交流。本会副会长天猛公刘金荣、秘书长蔡文铎律师、
副秘书长拿督黄鸿圣、工业组主任林亚德、资讯通讯工艺组主任田松茂、青商组主任蔡慧强、人力
资源发展组副主任范庆和和理事夏忠荣出席接待。讨论课题包括孟加拉与大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讯
息与商机、孟加拉劳工的聘用，双方也针对经济课题交换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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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中华总商会

(图1)

1. 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东南亚经贸文化代表团莅访
莆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明辉团长率领莆田市赴东
南亚经贸文化代表团，定于2015年4月9日-18日前往泰
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开展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并于2015
年4月16日上午礼貌拜会本会，推介莆田投资环境，洽
谈两地友城合作事宜。
欢迎晚宴
(图2)
15.04.2015本会与诗巫兴化莆仙公会假诗巫常青大
酒店莱佛士厅听设宴招待以莆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明辉先生为团长的莆田市赴东南亚经贸文化
代表团。其他受邀嘉宾尚有本会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长、社团领袖、政府官员等参与观礼，加强
联系、促进商谊。(图1)
2. 美里中华总商会代表团莅访诗巫交流晚宴
美里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4月27日至30日组团走访砂州各地中华总商会，并于2015年4月28日抵达诗
巫与本会进行交流，以加强两会联系，促进商谊。
28.04.2015本会假诗巫金地大酒店设交流晚宴招待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及团员20位，场面温
馨。(图2)
3. 第24届(2015-2016年度)理事就职典礼
08.05.2015本会假诗巫常青大酒店茉莉花厅举行『第24届(2015-2016年度)理事就职典礼』，恭请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局绅为主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晋总领事馆刘全总领事为上
宾，并联合主持监誓。(图3)

(图3)

24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 讯 Bulletin

4.

加帛中华总商会『第19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暨
会员联欢晚宴』
09-10.05.2015本会一行14位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
领下乘搭快艇前往加帛出席加帛中华总商会假馨悦
楼举办之『第19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暨会员联欢晚
宴』，该会恭请本会会长许如湘为主宾，中国驻古
晋总领事馆刘全总领事为上宾。(图4&5)
(图4)

5. 钦州产业园推介说明会
13.05.2015马来西亚-中国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席高朴一行5人趁参加常青集团40周年庆典之
际，特来拜会本会进行钦州产业园推介说明会。
(图6)
钦州产业园区是一个集工业、商业、居住三位一体
的产业新城，是马中政府第一次共同推动及大力支
持的大规模双边合作计划，是马中共同开创"两国双
园"投资合作新模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典范。
产业园区的建设是世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变化。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未来是通过网络做
生意的时代，这与过去的商业模式不同，带来无限
和庞大的商机。

(图5)

6.

与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对话会暨中小企
业政策与融资交流会
14.05.2015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为让商家了解
政府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之优惠假本会二楼道赏堂举
办《与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对话会暨中小企
业政策与融资交流会》。我国政府为推动中小型企
业在2020年达成占据国内生产总值41%的目标，特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多项优惠，包括启动基金、培训
辅助金、财务援助与津贴、拨款提升商业计划。
(图7)

(图6)

7. 与砂拉越海事学院交流会
20.05.2015本会一行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拜访砂
拉越海事学院，以了解学院的运作、学生入学资格
及毕业后的工作前景，希望藉对学院的了解，鼓励
对海事有兴趣的华裔学生入学院深造。

(图7)

8. 开斋节扶贫活动
11.07.2015 本会与诗巫伊斯兰社会团体成功假
Temenggong Datuk Tuan Haji Wan Hamid私
邸联办『开斋节扶贫活动』，拨发福利金予弱势群
体。(图8)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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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9. 开斋节团拜
17.07.2015、18.07.2015及20.07.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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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废料变金钱-棕榈及下游工业商机研讨会
I. 14.07.2015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执行顾问丹斯里拿督宋兆雄与绿色工业小组主任拿督林恒
毅莅访本会针对油棕生物质绿色工业进行交流。
生物质是指能够当作燃料或者工业原料的有机物，生物质能常见于种植植物所制造的生质
燃料，或者用来生产纤维、化学制品和热能的动物或植物。其中，油棕生物质的绿色科技
下，曾被视为棕油业废料的油棕树干、树叶及空果串等都能被完善地开发成为深具价值的
生物质原材料。
为了让相关业者有一个对相关绿色工业有更深切了解和认知的平台，本会于2015年10月份
承办一项大型"生物质绿色工业研讨会"。(图9)
II.

02.10.2015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主催、本会主办、国际贸易及工业生物质焦点小组
为支持单位假本会二楼道赏堂成功举办『废料变金钱-棕榈及下游工业商机研讨会』，并
附设询问柜台，以宣传棕榈油棕榈生物质下游产业商机。

11.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2015年)会员代表大会
I. 06.09.2015本会一团理事在许如湘会长率领下赴美里参加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假美里帝宫酒店
举行(2015年)会员代表大会及美里中华总商会90周年纪念庆典。会员代表大会，恭请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戴业良为主宾主持开幕。
12. 清真商机研讨会
07-08.09.2015由马来西亚砂拉越伊斯兰事务部(JAIS)主办、本会协办之『清真商机研讨会』假诗巫
金地大酒店成功举办。(图10)
是项研讨会宗旨为：
a. 加强对清真概念的了解和清真认证及食品安全与质量的重要性；
b. 提供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分享平台及通过出席者构建业务网络；
c. 加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清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提供企业们最新的议题讯息。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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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卅五届(2015年)会员/雇员子女暨
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第十九届(2015
年)拿督张仕国、拿汀黄拔妃大专教育助学
金』
15.09.2015本会在道赏堂举行『第35届
会员/雇员子女暨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
『第19届拿督张仕国/拿汀黄拔妃教育助
学金』颁奖礼。
教育奖励金及大专教育助学金得奖人数分
别为204名及38名。(图11)
14. 移交独中捐款
30.09.2015 本会在二楼会议厅移交砂
拉越中华总商会独中拨款予下列七间
独中：诗巫公教中学RM19,767.12、
诗巫黄乃裳中学RM10,610.51、民都鲁
开智中学RM10,370.60、诗巫光民中学
RM5,519.07、诗巫建兴中学RM4,346.17、
诗巫公民中学RM4,332.84、泗里街民立中
学RM3,906.33。(图12)

(图11)

(图12)

15. 发表文告
I.

『拉让海港局将关闭』乃虚传
01.10.2015本会针对较早前谣传
『诗巫拉让海港局将关闭』一事
发表文告，本会于今年8月25日致
函拉让海港局询及此闻，该局已
回函证实此乃虚传。
据悉，拉让海港局随著商家持续
(图13)
不断的支持，累积流动资金高达
数千万惊人业绩。本会与海港局经过深切交流，更深信海港局具有高度的拓展潜能，尤其
前不久耗资数千万令吉购置超大型活动性货柜起动机及机件配备，更为海港局服务工作如
虎添翼，提升作业效能、加强服务效率。
作为董事的许如湘会长，吁请广大商家及航运业者，继续全力支持拉让海港局。拉让海港
局有著全面的发展及完善的管理机制。透过周详的策划及革新，加上有效的发展，全面善
用码头与货仓设备，从货轮、船员、商家，到代理员之间有著完善的承接及沟通。该局期
盼成为砂州中区的主要贸易窗口，它秉持著提供、管理及持续性的发展高效率的港口管治
及服务，以作为一个区域活动据点，全力推动航运业发展。

II.

反对人头税暴涨
04.02.2016本会针对『人头税暴涨』一事发表文告。政府在毫无预警下突然宣布从2016年2
月1日起，大幅度调涨外劳人头税，国内不少领域皆受到重创，可以预见，营业额与盈利将
纷纷下挫，与此相对的却是节节上升的营运成本。政府仓促的宣布并落实措施，与政府向
来倡导"以民为本"的概念背道而驰。本会在许如湘会长带领下，联合近40个工商团体召开
发布会关注人头税暴涨引起事项。(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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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6. 沈国基省长饯别宴
06.10.2015 本会假诗巫晶木大酒店Perdana Room 2敬设薄酌饯别，以感谢沈国基省长在任期间给予
本会与会员之关爱与鼎力协助。当晚席开4台，场面温馨。(图14)
17. 世界华商组织联盟《第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23-25.10.2015本会兼砂拉越中华总商会许如湘会长率领数十人代表团出席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于澳门
威尼斯人渡假村宴会厅举行《第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大会主题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新布
局"。 (图15)
18. 华商经济机构『第四届(2015年)爱心培育计划助学金颁发典礼』
09.01.2016华商经济机构(诗巫)有限公司于本会二楼道赏堂举行『第四届(2015年)爱心培育计划助学
金』颁奖礼。受惠同学共138为，各获RM1,000，即本会雇员43位、光民中学11位、建兴中学10位、
黄乃裳中学17位、公民中学17位、公教中学6位及33位家境贫寒与单亲家庭学生。(图16)
19. 2016丙申年新春慈善活动
30.01.2016 本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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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丙申年新春
红包，以兹同欢共庆新春佳节。(图17)
20. 华侨银行(OCBC Bank) 开幕典礼
华侨银行诗巫分行将于2016年1月13日(星期三)上午11时正在英雄路新分行举行开幕典礼，邀请本会
全体理事出席观礼，该分行亦于当日移交RM10,000予本会充作85周年会庆晚宴上捐献诗巫五间独中
之慈善教育基金。
(图16)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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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付吉军总领事莅巫交
流晚宴
12.02.2016本会假诗巫金囍楼特设交流晚宴，
宴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晋总领事馆新上任
之付吉军总领事伉俪及相关代表。当晚席开8
台，场面温馨。(图18)

(图18)

22. 第二次会员大会
13.03.2016 本会于二楼道赏堂召开『第24届
(2015-2016年度)第二次会员大会』。大会出
席人数共125位。(图19)
23. 2016一马美食节
11.03-03.04.2016由诗巫中华总商会主办、诗
巫市议会为支持单位、诗巫马拉端县小贩联
合会协办之『2016一马美食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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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主办各名族一马歌唱赛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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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图19)

24. 『砂州选举观察员』讲解会
砂州第十一届选举，本会再度荣选为『选举观
察员』，协助监督州选举顺利进行。
本会州选举观察员代表为：江贤钦、黄一新、
张延榜、许进潍、吴仁煌、林善仁、何明贵、
刘扬光及黄敬秀。(图21)

(图21)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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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中华总商会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青年团执委共 14
23.4.2015
人礼貌拜访马来弈中华总商会，获得该会会长丕显拿
督温瑞祥及其理事接待交流。本会也诚邀该会组团出
席本会于2015年9月5日举行的90周年会庆活动。
(图1)

(图1)

27.04-30.04.2015     本会理事及青年团执委20人，依
序访问了砂州实务的、石山、民都鲁、沐胶、巴都、
达乐、诗巫、民丹莪、泗里街、砂拉卓、木中、成邦
江、西连及古晋各地中华总商会并进行交流，主要目
的是邀请各商会组团出席本会90周年会庆。(图2,3,4,5)
特别事项报告：
1） 访 问 巴 都 中 华 商 会 时 ， 本 会 团 员 认 捐 为 数
RM12,000.00 捐款，充作巴都中华中学重建校舍
经费。
2） 访问古晋中华总商会时，该会会长拿督黄国忠安
排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讲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所提倡的“一带一路”新思维与相关政策，随后与
其他商会在午宴中交流。

(图2)

(图3)

12.05.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及秘书长
卢耀喜，在总务温钦恭及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的见证
下，从发展商处接收滨海城洛1874新店屋的钥匙及1本
店屋手册。(图6)
14.05.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青年团创业小组与 CGC
联办“大马信贷担保机构如何促进中小型企业获得融资”
商业讲座。(图7)

(图4)

15.05.2015 美里旧区店屋基金管理委员会在美里帝
宫酒店举办“美里旧区店主联谊感恩晚宴”，拿督巴丁宜
丹斯里陈康南医生受邀为感恩晚宴主宾。
28.05.2015 美 里 中 华 总 商 会 理 事 长 李 开 运 、 副 秘
书长张经强、财政沈顺展、副财政朱国钧、福利主任
蒋子贤、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税务及法令主任贝勇
寰、理事陈德量、刘汉平、邓汉祥、黄平南、商家和
公众约40人，出席由电讯局在本会会所礼堂举办的“推
介新产品（BIZNET）讲解会”。
美里中华总商会 16 位团员顺利走
15.06-18.06.2016
访南马各地中华总商会，行程包括新山中华总商会、
柔佛中华工商联合会 /居銮中华总商会、巴株巴辖中华
商会、麻坡中华总商会、马六甲中华总商会及森美兰
中华总商会。(图8)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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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2 015 印尼驻古晋总领事查卡古
东和古晋领事职员礼貌拜会美里中华总
商会，并邀请本会派人出席 2015 年 10
月21日在印尼耶加达举办的国内最大规
模商业展销会。(图9)
本会理事长李开运、第一副理事长李春
森，第三副理事长杨河威、秘书长卢耀
喜及财政沈顺展出席交流。

(图7)

22.06.2015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贸 易 专 员
(TRADE COMMISSIONER) MR. JOEL
Backwell礼貌拜访本会，以了解砂州投
资情况。他呼请澳大利亚政府勿仅专注
投资吉隆坡，也须关注在砂州的投资。
(图10)
美里中华总商会
6.07-10.07.2016
23位团员顺利完成拜访北马霹雳、北霹
雳、槟城、玻璃市及吉打中华总商会。
15.07.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配合 90
周年会庆慈善活动，由理事长李开运及
6 位常务理事拜访并移交捐款予卫理孤
儿院、美里洗肾中心、向日葵中心、
老人之家及特殊儿童中心等 5 家慈善机
构。

(图8)

(图9)

17.07.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
开运代表本会于开斋节首日，飞往古晋
向本州州元首、本州首长及马来族部长
贺节。
17.07 -18.07.2015 在 本 会 第 一 副 理
事长李春森带领下，第三副理事长杨河
威、秘书长卢耀喜、公共关系主任沈炎
龙、理事刘汉平、陈珍良、青年团团长
古志明向副省长En.Aziz 和 YB.Ahmad
Lai贺节。

(图10)

开斋节第二天，即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理事长李开运带领第三副理事长杨河威、秘书长卢
耀喜、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理事刘汉平、青年团团长古志明及青年团执委杨睿蓉向天猛公 Abdul
Rahman、马来公会主席En.Wan Morshidi和税务局副局长En.Iqbal Abdullah贺节。
01.08.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颁发学优及清寒奖励金予美里廉中、培民、美中和10间美里县华小。(图11)
11.08.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与美里海港局连同策划部和世界银行，召开有关国家海港总体规划研
讨会（NATIONAL PORT STRATEGY STUDY）。美里海港局通过本会，邀请本地运输业公司、进
出口商公司、海运公司、造船厂公司出席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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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5.08.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捐献RM3,000予美里缓
解关怀协会，并在其会所移交支票。本会理事长李开
运、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秘书长卢耀喜、总务温钦
恭、教育主任宋志强、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理事伍
思强和前任执行秘书范其武出席移交支票仪式。
21.08.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捐赠价值 RM500 的利
华面，再由省公署砂州社会妇女家庭发展部于 8 月 21
日至23日捐献给美里、尼亚和马鲁帝的弱势群体。

(图12)

05.09.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在美乐大酒店 7 楼宴会
厅举办的90周年庆典圆满落幕。(图12,13,14)
10.09.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出席假美里帝宫大
酒店5楼宴会厅举行的“砂中总2015年常年会员代表大
会”。
30.09.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出
席由省公署举办之“旅游部特别会议”。
22.10.2015 本会秘书长卢耀喜及财政沈顺展出席在
印尼耶加达举办的国内最大规模商业展销会。(图15)

(图13)

23.10.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 30 位代表飞往澳门参
与“2015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会议”。(图16)
在高峰会议中，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详细
分享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分析到：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意义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四）“一带一路”建设把握的基本原则。

(图14)

14.11.2015 本会理事长李开运、福利主任蒋子贤、教育主任宋志强、理事沈庆贵、会员郑港顺和
周云辉参与“沙巴古达中华商会庆祝111周年会庆晚宴”。
23.11.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和砂中总会长许如湘，出席由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
中国总理李克强举办的“马中经济高层论坛”。
03.12.2015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主催、美里中华总商会协办“消费税的更新、反暴利的法令与执
行、最低薪金就业保险计划、当今经济状况”等课题的研究成果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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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8.12.2015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代表出
席由美里省公署举办的“副首相欢迎晚宴”。

(图16)
(图17)

05.01.2016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举办“刘全总领事饯
别宴”，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李开运代表出席。
24.01.2016 美里中华总商会在会所进行常年会员
大会，由时任本州青年体育及通讯部助理部长拿督
李景胜和美里市市长赖耀松律师担任主宾。(图17)
29.01.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举行
“付吉军总领事到任及新春招待会”，美里中华总商会
理事长李开运和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受邀出席。
美里中华总商会和美里市政局
02.02-07.02.2016
成功联办 “2016 年缤纷市集迎新春 ” ，为美里大街及
市区添加喜庆佳节气氛。这项活动已连续 14年，并
列入美里市政局每年大型活动之一。本会在 2月5日
（星期五）举行推展礼，主宾为时任砂州通讯及体
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 。(图18)

(图18)

08.02.2016 本会于 2016 年 2 月 8 日（农历新年初
一）上午在会所圆满举行“2016年新春大团拜”,获得
众多嘉宾出席响应，当天也邀请到美里培民中学、
廉律中学及美里中华中学瑞狮团助兴,场面热闹。
(图19)
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向时任本
09.02-10.02.2016
州通讯与体育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拿督陈超耀
及美里市市长赖耀松律师贺年。

(图19)

05.03.2016 美里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卢耀喜、财政
沈顺展、总务温钦恭、福利主任蒋子贤和公共关系
主任沈炎龙出席假汉宫酒家举办的 “SPG （ Suarah
Petroleum Group Berhad）推展礼”。
12.03.2016 美里中华总商会举行 “2016 年缤纷市
集慰劳宴”。
17.03.2016 美里市政局与中国驻古晋总领事付吉
军进行交流，美里中华总商会理事应邀出席。(图20)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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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23.04.2015
25.04.2015
27.04.2015
14.05.2015
23.05.2015
24.05.2015
28.05.2015
04.06.2015
10.06.2015
11.06.2015
13.06.2015
16.06.2015

29.06.2015

02.07.2015
03.07.2015
19.07.2015

28.07.2015
29.07.2015
31.07.2015
01.08.2015

02.08.2015

08.08.2015
12.08.2015

本会一行二十人前往古晋参观州议会。
本会与星洲日报民都鲁办事处联办“热购(LOGON)-电子商务之路”说明及招商会，约
有50人出席参与。
美里中华总商会亲善访问团一团二十人来访本会，并与本会理事举行交流会。
出席诗巫中华总商会假诗巫举办的“首相署部长拿督魏家祥《中小型企业贷款优惠》
讲解会”。
砂人联党民都鲁支部青年团与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在本会叶绍辉礼堂举办“GST
消费税开跑后之问与答-商业篇”讲座会，本会报名者约有一百位。
出席民都鲁华总召开的2015第十四届 (2013-2016) 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长张文财出席砂拉越能源有限公司假亿倍利大酒店举办的相关讲座会，并出席6月
24日假亿倍利大酒店所举办的晚宴。
本会於下午二时卅分前往礼貌拜访民都鲁发展局新总经理罗芝雅，同时举行对话会。
国家银行假凯城酒店主办电子付费讲座，本会共有七位理事及商青团团员出席聆听。
出席省公署“1 Bintulu Community Networking Hi-Tea”茶会。
出席2015砂拉越青年日庆典。
本会部分理事出席ABF假民众
会堂举办的达雅节庆祝晚宴。
(图1)
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民都鲁
进行会客日，本会部分理事前
往了解及参与。(图2)
本会在会议厅与邮局相关负责人
(图1)
举行一项交流会。
部分理事出席州元首以及首席部
(图2)
长来访民都鲁的晚宴。
出席民都鲁会宁同乡会假世界餐
厅主办的全砂会宁嘉年华大会晚
宴。
本会有四位代表出席开斋节晚
宴。
出席参加化工厂动土礼。
本会与民都鲁移民局举行交流
会。
(图3)
会长张文财带领部分理事出席民
都鲁发展局的开斋节庆祝活动。
(图3)
本会于上午十时卅分在叶绍辉礼
堂举办“2015年度教育奖励金”
颁奖典礼。
出席伊斯兰机构及慈善信托之开
斋节庆祝活动。
本会前往礼貌拜访民都鲁劳工部
门高级主任，双方进行了一项交
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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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2015

本会在叶绍辉礼堂举办“2015年
SPM华文试卷作答技巧讲座
会”，约有270位学生出席参
与。(图4)
03.09.2015 本会部分理事出席民都鲁发展局
假该局会议厅举行的一项对话
会。(图5)
05.09.2015- 配合美里中华总商会9月5日假美
乐酒
06.09.2015 店举办美里中华总商会90周年会
庆晚宴以及砂中总於9月6日假
美里帝宫酒店举行的2015年常年
会员代表大会，本会共有22位理
事及商青团团员赴会。
08.09.2015 会长张文财出席技术培训中心的
开幕礼。
20.09.2015 本会部分理事出席民都鲁省公署
联合民都鲁华总，民都鲁发展局
及有关政府部门机构在民都鲁河
滨广场举行的“民都鲁市区清洁
大扫除”公益活动。(图6)
20.09.2015 本会五位代表出席民都鲁发展局
及民都鲁省公署举办的砂拉越本
土传统风筝节开幕典礼及颁奖典
礼。
29.09.2015 本会三位商青团代表出席砂中
总假古晋天阁举行的中小企业融
资巡回讲座会。
02.10.2015 出席诗巫中华总商会假诗巫道赏
堂举办的【废料变金钱-棕榈及
下游工业商机研讨会】。
03.10.2015 出席开智中学的感恩会见日。
23-25.10.15 本会一行十六人在会长张文财的
带领下，组团前往澳门参加第
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图7)
05.11.2015 出席省公署举办外来者相关课题
讲座会。
01.11.2015 会长张文财出席吉隆坡暨雪兰莪
中华总商会假雪兰莪万达大酒店
举行的111周年会庆联欢晚会。
07.11.2015 出席民都鲁开智中学假世界餐厅
举办的【感恩有你一路同行】文
娱晚会。
19.11.2015 出席一项银行座谈会。

(图4)

(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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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民都鲁乡团联合会假世
界餐厅大酒家举行的第一届
理事会、青年团理事及妇女
组理事就职典礼晚宴。
7-8/12/15 出席民都鲁省华人社团联合
会假世界餐厅举办的义诊及
健康讲座会活动。
21.12.2015 本 会 假 皇 朝 餐 厅 与 中 钢 集
团吉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博泰（马来西亚）有限公
(图8)
司负责人进行交流会。
(图8)
19.12.2015 在福利组安排下探访民都鲁
政府医院儿童病房。
22.12.2015 出席警察署主办的OP推介
礼及圣诞庆祝会。
08.01.2016 会长张文财带领部分理事前
往民都鲁发展局讨论有关佳
节期间允许商家在五脚基摆
卖事宜。
09.01.2015 本会会长张文财出席纳闽中
(图9)
华商会假纳闽金融广场歌剧
院礼堂举行的七十周年会庆
暨会所扩建落成联欢晚会。
12.01.2016 出席砂中总假古晋婆罗洲会
展中心举办“欢庆成立50周
年晚宴”。
20.01.2016 出 席 砂 拉 越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假凯城酒店举办 Government
		
Stakeholders Updates Dinner。
23.01.2016 出席民都鲁砂哈地演讲会在
本会叶绍辉礼堂举办的“唤
(图10)
醒砂子民历史论坛”讲座会。
23.01.2016 出席世界餐厅主办的【合家庆新春群星耀世界】。
31.01.2016 出席首相拿督纳吉会见人民集会。
08.02.2016 理事受邀於前往副会长叶绍良府上及会长张文财府上拜年。
13.02.2016 出席首席部长丹斯里阿德南与民聚餐晚会。
20.02.2016 出席民都鲁华人社团联合会与民都鲁发展局日假民都鲁历史文化走廊联办2016年丙申
年新春大团拜。(图9)
27.02.2016 出席艺术与文化开幕典礼。
29.02.2016 出席骨痛热症疫情会议。
09.03.2016 出席民都鲁华人社团联合会假开智中学举行的砂首长拨款州内华文独中仪式与共进午
餐。
10.03.2016 出席贸消部的会议。
15.03.2016 出席省公署举办的2016年砂拉越州元首杯泰拳锦标赛开/闭幕典礼。
24.03.2016 本会部分理事礼貌拜访民都鲁警察局，双方进行了一项交流会。(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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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里街中华工商总会
(图1)

(图2)

2015年4月30日（星期三）早上9点，在鱼
虾蟹海鲜餐馆款待所有美里中华总商会前
来交流的代表。（图1 & 2）
2015年7月17日，本会理事向政治秘书达
扬和前任市议员贺开斋节。（图3 & 4）

(图3)

(图4)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早上8点30分,
本会理事们总共分派230份的国州旗予商
家们。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晚上7时正，在
会所顺利庆祝中秋晚会暨颁发会员子女奖
励金。同时会长林典扬宣布拨款一万令吉
予民立中学作为赞助其办学经费。出席者
有一百位左右。（图5）

(图5)

(图6)

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参加第十二届世
界华商高峰会。（图6）
2016年2月2日（星期二）下午2点30分，
与河流局长及工程局进行交流。代表出席
理事有会长林典扬，理事黄良明，黄芝
盈，和执行秘书黄碧凤。（图7）

(图7)

(图8)

2016年2月12日（星期五）早上8点30分，
假公民中心向拿督范长锡拜年。（图8）
2016年2月12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
会长林典扬，理事黄良明，黄芝盈，刘仁
龙，和执行秘书黄碧凤会见泗里街省长并
讨论有关玻璃港土地申请一事以及移交备
忘录予砂首长丹斯里阿德南的程序。
(图9）

(图9)

(图10)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泗里街中华
工商总会理事拜访了720间商家，并索取
各商家签名及盖章以要求政府迅速落实泗
里街通往丹绒玛尼的大道，签名活动受到
各商家热烈响应及支持。（图10）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早上9时正，会
长林典扬，理事黄芝盈，刘仁龙和执行秘
书黄碧凤将备忘录移交予泗里街省长。

(图11)

(图12)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会长林典杨及
理事们成功将兴建泗里街通往丹绒玛尼大
道的备忘录亲手提呈予砂首长丹斯里阿德
南。（图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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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帛中华总商会
(一)

加帛中华总商会理事于2015年5月
9日与时任中国驻古晋领事馆总领
刘全和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理事进行
交流会。（图1）

(二)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一行人于2015年
5月9日，陪同时任中国驻古晋领事
馆总领事刘全伉俪莅访加帛。
（图2）

(三)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5月9日举
行新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邀请砂
中总会长许如湘和时任中国驻古晋
领事馆总领事刘全联合主持监誓仪
式。（图3）

(四)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5月17
日，派出花车队伍参加由加帛福隆
亭大伯公庙举行的大伯节庆典游行
盛会。加帛中华总商会派出的花车
以帆船为造型。（图4）

(五)

加帛中华总商会6位代表于2015年7
月24日，赴马六甲参加大马中总青
商大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图5）

(六)

配合迎接一年一度中秋佳节，加帛
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9月12日举行
中秋节庆祝会。（图6）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1)

(七)

加帛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9月12日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共
有25名学优生受惠。（图7）

(八)

加帛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杨华盛随
同砂中总代表，于2015年10月23日
赴澳门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华商高峰
会。（图8）

(九)

加帛中华总商会3位代表，于2015
年11月1日赴吉隆坡参加雪隆中华
总商会举行的111周年会庆。
（图9）

(十)

加帛中华总商会派代表参加于2016
年1月12日在古晋举行的砂中总欢庆成立50周年晚宴。（图10）

(图10)

(十一) 加帛中华总商会配合2016年度农历新年，在市镇中心张挂灯笼，以提升镇区的新春佳节庆祝
气氛。加帛中总会长拿督杨华盛陪同我国乡村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拿督亚历山大为灯笼主持
亮灯仪式。（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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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胶中华总商会
(图1)

(图3)

(图2)

1. 沐胶2015一年一度祭海节，州元
首敦丕显斯里泰益玛目隆重莅临
沐胶，并参观由沐胶中华总商会
所摆设之摊位。
图1：会长陈文添代表商会赠送
纪念品予州元首。
图2&3：州元首与会长言谈甚
欢，场面一片温馨。
2. 中 国 驻 古 晋 总 领 事 付 吉 军 伉 俪
趁着新春莅访沐胶，与本地华社
交流。本会会长陈文添代表华社
赠送纪念品给总领事付吉军。
(图4 & 5)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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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连中华总商会
A. 本会是西连民众中学办学经费的常年赞助社团之一。每年赞助1000令吉，而从2015年开始增至
5000令吉。在2015跨年晚会上移交。
B.

随著首长11/04/2015宣布“砂拉越第12省/西连省”的诞生；本会遂于09/10/2015主持召开了
“西连县华人社团代表联席会议”，总共15个社团23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欢迎政府把西连县、打必禄县及新村副县，合而组成新省份。希望政府
委任华裔人士担任西连省副省长，同时各部门都应该有华裔公务员，以增强行政效率，同时反
映多元族群的社会实情；更希望政府认真纠正施政偏差,诸如：凡原有华裔公务员退休，从此这
个职位便100%被他族公务员“取代”；晋连路32哩华小前方的危桥，即使当局宣布建造并即进
行打椿工程，但州选开票之后，竟已经打下的洋灰椿马上被拔掉。诸如此类偏差是不应重演
的。

C.

西连中华商会全体理事30/04/2015上午8时于西连兰章度假村热烈迎接了美里中总巡访团的来
访。同时，于中午时分，全体理事还继程前往古晋一园酒家，同其他兄弟商会的理事们一起，
聆听由中国刘全总领事主持的有关“以哈萨克为起点直至欧洲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即所谓“一带一路”机遇和挑战讲座会。

D.

西连中华商会的代表们，今年内参与的活动或者本会将举办活动：
A. 马六甲之行：
24/07/2015上午，随同砂拉越中总代表团，参与马六甲中总主持的系列活动，
包括：24/07/2015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69届会员代表大会；
25/07/2015的马六甲中华总商会100周年会庆盛会。
B. 美里之行：
5/9/2015，出席傍晚7时在美乐酒店举行的美里中华总商会90周年会庆晚会；
6/9/2015，代表们则出席上午9时开始在帝宫酒店举行的砂拉越中华总商会2015常年会
员代表大会。

E.

本会曾拨款赈济各项灾民：
7/10/2015拨款300令吉，赈济Kpg.Siantan遭火患烧毁住屋的Wan Sebah一家3口人；
19/11/2015拨款300令吉，赈济Kpg.Shengai住家被火患的一户七口（包括2名儿童及1名婴儿）
之家。

F.

较早时，西连中华商会在会所开展了两项活动：
A. 11/08/2015晚，在会所举办“国际房地产投资”讲座。
B. 25/09/2015晚，举办“与猪肉贩及饮食业者座谈会”

G.

31/12/2015晚，在西连中华公学综合大礼堂，主办“会员与家眷2015跨年晚会”。仍健在的历
届会长和理事、会员与其家眷出席此项由商会首办的2015跨年晚会。

H. 出席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于12/01/2016在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50周年庆祝会。
I.

理事们出席了帝宫酒店举行的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欢送会。

J.

西连中华商会决于3/6/2016（星期五）在西连中华公学主办由世界德联总会专业培训讲师陈俊
明主持的“品学兼优激励讲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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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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