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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话... 砂

中总今年2019年的会讯不
再编印，而是改以电子版
发行，除了响应环保还有节约
资源以外，将更利于会讯广泛
的发出，供全体会员商会的理
事及会员商家们阅读。同时，
也期待各会员商会能够提供我
们意见与建议，以提升砂中总
的会讯内容。

李锦新
本会总秘书
出版执行顾问

这一年以来，从2018年
4月至2019年3月，砂中总的
会务活动非常频繁，与政府和
各工商团体的合作联系及交流
也非常频密。除了一些定期的
常年活动以外，还首度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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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砂中总青商交流会和2019
砂中总脑力激荡工作营。紧接
下来还有拜访全砂会员商会的
走透透活动，以期能够与属会
维系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往来。
砂中总一直以来扮演着私
人界和政府沟通的桥梁，致力
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
去，我们面对诸多困难，未来
也有许多未知的挑战，而全体
会员商会们给予的全力配合是
支持砂中总的最大动力。于
此，砂中总会全力以赴，克服
一切障碍，持续努力不断为商
界、为社会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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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贺节

HARI RAYA AIDILFITRI VISIT

• 砂中总众理事及会员商会理事向首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贺节
前排左八起：副会长蔡文铎律师、时任副会长张文财（民都鲁中总时任会长）、署理会长陈日枝（古晋中总会
长）、首长、会长李开运（美里中总会长）、时任副会长许修增博士（诗巫中总时任会长）、财政沈顺展、副
财政黄一新、拿督斯里蔡展文、理事魏铭辰博士。

砂中事 总及 理会

员商会理事
在会长李开
运率领下，
于2018年6月
15日开斋节
首日拜访达
官显要的开
放门户，为
他们献上佳
节祝贺。

• 向州元首敦丕显斯里泰益玛目及州元首后杜潘拉嘉古迪贺节。

一 行 人
出席的开放
门户，包括
州元首敦丕
显斯里泰益
玛目、首席
部长拿督巴
丁宜阿邦佐
哈里、州务
秘书丹斯里
拿督阿玛慕
西迪阿都甘
尼。

• 向州务秘书丹斯里拿督阿玛慕西迪阿都甘尼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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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中总2018青 商交流会

ACCCIS 2018 YEC Networking Session

• 各地青商踊跃赴会，大获裨益。（前排左起财政沈顺展、叶建来、钟秉宏、蔡慧强、郑晶升、拿督吴
逸平、时任副会长许修增博士、砂中总青商团团长叶赋轩、会长李开运、时任副会长张文财、名誉会长
拿督谢向义、砂中总青商团副团长谢家威、砂中总青商团副团长杨锦华博士、林佑剑及Steve Ker。）

总青商团于2018年
砂中8月3日下午3时正假民

都鲁金湾酒店举办2018青商
交流会，由会长李开运主持
开幕。当天出席青商非常踊
跃，逾80名來自州內4个主
要属会，即古晋、诗巫、美
里及民都鲁青商报名出席。
当中，也包括来自霹雳中华
总商会青商团团长叶建来、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青商团团长钟秉宏、柔佛州
中华总商会青商团团长林祐
剑，參与其盛，大家共聚一
堂，相互交流与学习。
交流会成功邀请到马来
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拿
督吴逸平前来分享『为什么
要参加中总青商团』 、以
及阿里巴巴大马集团渠道经
理郑晶昇和古晋中华总商会
青商团团长蔡慧强（实体案
例）联合分享『砂州电子商
务的明天』。

叶赋轩 ：
方便管理会员
砂

拉越中华总商会青商团
团长叶赋轩致欢迎词
时透露，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洞察先机，推出中总一体
化会员资料库和会员管理软
件。他解说，会员资料库是
提供给大马中总各个属会秘
书处采用，俾有利于会员资
料管理和收集数据。另外，
会员管理软件则是一款手机
应用程式，方便会员商家接
收商会资讯、是一个专门为
商会而量身订造的会员管理
软件，也让会员们互通讯
息。
因此，他藉此机会呼吁
所有青商们下载FavorApps

手机应用程式。他称，使用
FavorApps的好处是让会员
们能夠很快接收商会的资讯
和活动。同时也可加強商会
与会员之间的交流，促进商
业上的往来与合作。
他续说，此项交流会乃
配合砂中总2018常年会员
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举办，
也是砂中总成立青商团有史
以來首次举办这一类型的交
流会，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良
好的交流及学习平台，以培
育与凝聚更多杰出青年企业
家，同时也可起到承先啟后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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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向荣。
他指出，由于长期的固
有思维，导致很多传统企业
不容易接受互联网思维，加
上传统经营业者已习惯只抓
眼前看得见摸得见的事物，
怕麻烦，不喜欢也不愿意尝
试新事物。

传统企业须转 型
他表示，在现今这个科
技为患的时代，被互联网冲
击的行业越来越多。很多时
候我们都在谈论市场不好，
生意很差！要如何跳出旧时
的商业框架，转型成功是我
们要思考的地方。他说，传
统企业的衰落其实是这个时

代所促成的，互联网电子商
务之所以能对其造成严重
的冲击，是因为电子商务能
够紧抓现有科技，创造新商
业模式，能用更加贴近消费
者，更了解消费者的方式，
分析出消费者的需求，从而
赢得消费者的市场。与传统
旧有的经商，商业模式相
比，互联网行业却是一片欣

他表示，单凭以往的经
验预测结果，永远无法了解
现今的新商业模式。当新旧
商业世界接替的时候，旧的
标准正在被改写，而新的标
准在建立。他称，身为青
商，在这个时代占尽优势，
因为大家年轻，对于科技也
不陌生，更重要的是有创新
和求变的心。他认为，作为
年轻的经营业者，当务之急
应加速企业的升级和转型。

会长李开运：
新时代力量 青商乃企业接班人
砂中总会长李开运致开幕
词时指出，青商是我国

企业的接班人，是今后注入
我国经济建设的新动力。
"一直以来，我国华商在
社会经济及国家建设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中小企业更
是大马经济的中流砥柱。"
有鉴于此，我国华商若
要在国家经济领域上继续占
有优势，跻身在国家经济发
展的主流之内，必须要有更
多年轻有为的一代，传承与
发扬开来。
他指出，作为青商，要
更具前瞻性、接受高端科
技、专注于创新、采取主
动，共同努力去创造更多的

价值。"无论时局如何的改
变、时代不断的变迁，还有
商业环境迅速的变化，大家
都要勇于应变，并且要抱有
一种心态，那就是："不变也
要求变"。过去，我们总是抱
持："以不变应万变"，意思就
是"随机应变"。但是，现在我
们反而时时刻刻都要对内外
的环境变化加以关注，甚至
还要探求不一样的方法，找
寻有价值的突破。"
会长李开运指出，迈入
新经济时代，砂拉越政府以
数码经济为未来发展的策略
和主轴，致力于实践砂拉越
的转型，以迈向2030年先进
州属。所以，未来的10年将
是一大关键，必须获得各行

各业包括青商的配合，合力
加速推进本州经济的成长。
"砂拉越，天然资源丰
富，好山好水又好景，别具
优势。砂拉越的经济仍然充
满潜力，前景无限，还是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非常需要
青商们，无论是企业的接班
人、白手起家的、或是创业
新兵，以最大的力度发挥各
自的优势，让砂拉越经济更
上一层楼。"
他希望青商们，作为一
股新时代力量，展现青商前
进的力量，在既有的环境优
势中，开创新的发展机遇和
条件，走出砂拉越、跨出国
门、放眼世界，开拓更广大
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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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吴逸平：
中总青商团的结构
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
理事拿督吴逸平指出，
中总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
的华裔商会联合总机构，在
全马13州和直辖区共有17个
基本会员商会。
目前，中总全马17个属
会皆已成立各自的青商团，
广召各行各业的青年企业家
和专业人士加入成为团员，
全马青商团员人数将近5,000
人，是中总和各属会非常重
要和活跃的工作组之一。
他说，中总青商团的团
员由各属会委任代表组成，
主要任务是要配合中总的宗
旨举办全国性活动，以及在
中总举办活动时积极动员参
与，同时把中总的讯息传达
回各别属会，让全国商会达
成共识和更有凝聚力量。

中总与世界各地商
团关系密切
他指出，在商言商，参
与社团活动，除了可以施展
自己所长，参与建设协助母
会推动会务，也希望获得最
新的商业资讯，新的知识，
以及建立人脉网络，以助拓
展事业版图。而中总就是一
个可以为大家提供良好学习
和交流的平台。
他称，中总与世界各地
商团一直保持良好的联系，
也是世界华商大会顾问委员
会成员国，和曾经主办世界
华商大会的多个中华总商会

关系密切，因此在协助会员
商家建立更广泛人脉关系，
和带动企业跨境合作，将能
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他继称，中总在2003年
曾经主办第7届世界华商大
会，目前正在积极申办2021
年第16届世界华商大会主办
权，如果申办成功，届时将
有数千位顶尖华商企业家到
访马来西亚，场面将非常盛
况。
“中总青商团也因此获
得世界各地商团的重视，受
邀担任世界华商大会“青年
企业家论坛”的分享嘉宾，
参与中国国侨办特别为中总
青商团举办的“海外华裔
青年企业家中国经济研修
班”、台湾侨务委员会举
办的“海外侨商青年参访
团”，以及出席海外商团
的周年庆和就职典礼等活
动。”

马来西亚全国总商
会
他称，中总总会长丹
斯里拿督戴良业在2016年
开始担任马来西亚全国总
商会（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NCCIM ）总会长。
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是大马
内阁议决成立的多元种族商
会平台，其五个属会包括中
总、马来西亚马来人总商
会、马来西亚印度人总商

会、马来西亚国际总商会和
马来西亚厂商公会，代表马
来西亚三大民族、厂商和外
资，会员人数庞大，无论在
国内或是国际，拥有强大的
合作网络。
“丹斯里戴良业当选总
会长，证明他的领导能力和
实力获得各族企业家和政府
的肯定和支持；而中总对国
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努
力，也获得大家的认可和重
视。”
他说，马来西亚全国总
商会于2017年成立青年委员
会，旨在加强各族青年商家
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巩固国
民团结基础，促进各族和睦
相处、和谐发展。中总青商
团委派多位代表出任委员会
成员，当中包括在座的居銮
中总副会长罗天铨、霹雳中
总青商团长叶建来、砂拉越
中总青团团长叶赋轩，而他
也很荣幸受委为青年委员会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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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青商大会
他称，中总青商团自
2012年起举办青商大会，非
常荣幸获得国内外青商朋友
的肯定和支持，不仅成为中
总的重点活动之一，也是海
内外青年团体代表汇聚的年
度盛会。他透露，中总第7
届2018青商大会在吉隆坡圆
满举行，除了中总全国各州
青商团员，还有来自国内和
海外1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东盟各国、中国、加拿大、
澳洲、日本、韩国、香港、
澳门、台湾，共39个青商组
织，超过750位代表参与大
会，其中有些海外青商朋友
更是每年专程远道参盛！他
表示，中总青商大会成功为
国内和海外的青商朋友搭建
交流和合作平台，让来自各
地的青年企业家更密切的联
系与互动，以达集思广益之
效。

中总领导致力推动
青商发展
他披露，中总9大工作
目标，其中之一就是“青商
发展”，可见中总领导对
青商的关注和支持。中总青
商团发展至今，有赖中总领
导和各州会长的信任和悉心
栽培。各位领导秉持承先启

• 左起 ：副团长杨锦华博士、副团长蔡慧强、拿督吴逸平、团长
叶赋轩、副团长谢家威

后的原则，栽培后进不余遗
力，一直以来给与机会，让
青商们参与团务发挥所长，
以及支持青商们举办的活
动，让各州青商团稳健的成
长。
他说，在中总支持下，
青商团不断进步，团务也越
来越多元化，除了主办青商
大会、赴海外考察，也举
办领袖训练营、中总全国
青商杯交流赛、登山等活
动。“2018年7月，中总青
商团也开始进行以“家族企
业——继承与创新”为主题
的家族企业调查，以了解马
来西亚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
和所面对的挑战，以及收集
商家们对家族企业传承的见
解。调查报告将在2018年
尾完成，将作为马来西亚家

族企业拟定企业规划的参
考。”
他提及，砂中总先后有
古晋、民都鲁和美里成立青
商团，今年1月又加入了诗巫
这支活力充沛的大军，青商
团员人数已冲破200大关。
中总鼓励更多有理想、有冲
劲、有干劲的年轻人加入团
队，贡献力量。“中总青商
团这个大家庭，聚集人脉和
商脉，终会让您找到志同道
合的合作伙伴，结合资源，
互惠互辅，共寻商机，创造
共赢。”

• 2018年6月14日召开2018年
第1次青商团会议时全体与会
团委合影，商讨筹办2018砂
中总青商交流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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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中总2018常 年会员代表大会
ACCCIS 2018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砂

中总2018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于2018年8月4日假民都鲁金湾酒店召开，恭请马来
西亚全国总商会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主持开幕。

大会出席嘉宾包括本会名誉会长拿督沈福源、拿督谢向义、许如湘；中总署理总
会长拿督刘瑞裕局绅、中总中央理事拿督吴逸平、霹雳中华总商会青商团团长叶建
来、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青商团团长钟秉宏。

• 竖立奏国歌。

张文财：
民都鲁2020年成“亲善工业城”
民都鲁中华总
商会时任会
长张文财致欢迎
词时表示，民都
鲁在六十年代仅
有大概5千人口
的典型小渔村。
民都鲁除拥有肥
沃的农业地、木
基业以外，海域
更有丰富的石油
和天然气。70
年代政府开始策
划开发石油天然气，80 年代初期便建设第一
间液化天然气厂，民都鲁也因此由“峇拉煎
镇”变成“煤气城”。

随着地方发展的需求，政府为了有规划性
发展民都鲁，于1978设立了民都鲁发展局，
并在过去40 年积极策划发展中，设下了2020
年成为“亲善工业城”的目标。
民都鲁发展局也积极鼓励私人界在民都
鲁进行轻、重工业的投资。除设立格美纳木
材加工业外，也在基都隆设立轻、重工业
区。同时配合砂政府推展的再生能源走廊计
划，已经在沿海地带设立了“三玛拉朱工业
园”。
张会长说：“基于民都鲁具有丰富的天然
资源，地理环境适中同时具有设备先进且全
天候的深水海港，十分适合天然气、石油、
棕油等下游工业领域来进行投资，欢迎大家
前来民都鲁进行商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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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砂23个会员商会，其中18个属会即古晋、诗巫、美里、民都鲁、泗里街、石隆门、西连、民
丹莪、加帛、达乐、沐胶、老越、木中、石山、桑坡、实务的、峇南及新巫瑶委派了代表共194
人出席。

李开运：
提升商会地位
砂

中总会长李开
运表示，由于
砂中总在财政方面
面临入不敷出的情
况，理事会经已决
定于2018年暂停捐
助州内14所华文独
中。
李会长也表示，
所有源流的教育理
念都是以培育我们
的下一代成才为目
标。所以我们工商
界迫切盼望我国希盟政府能够尽速兑现竞选
诺言，以更开明公正和坚定的立场全面承认
独中统考文凭，栽培和留住更多本地人才，
协助国家更加快速前进。
另外，针对希盟政府于9月1日重新实施
销售及服务税（SST），砂中总期盼新政府在
替换新税制上，让市场能有至少6个月的准备
期来适应新旧税制的衔接。
砂中总亦促请我国政府提供更多财务优惠
及奖掖予本地工商界，一方面舒缓业者面对
日益高涨经商成本的压力，一方面严控各项
影响工商界的政策，包括最低薪金制、外劳
管制等。同时推行切实亲商扶商的良策，以
建立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李会长亦就砂中总青商团举办首次的全砂
青商交流会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商会需要传承，必须鼓励年青一代的商企加
入商会，除了可以培育年青的商会接班人，
达至承先启后，也将助力商会永续传承下
去。
李会长说：砂中总今后会务发展的两大方
向就是：第一，加强各地属会本身的组织，
提升商会的存在价值，以有效处理地方性的
课题；第二，商会需顺应电子科技的趋势做
出转型，进而提升商会的服务素质。
另外，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为大力推动
电子化会员资料管理系统，经已设立了中总
一体化，以提升会员资料库的管理，并更有
效及快速将信息及资讯传达予会员、收集反
馈、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收集和资料分析甚
至企业配对等，为会员商家寻找商机和合作
伙伴。这将有助于广招新会员，吸引更多还
未入会的商家加入中华商会这个大家庭，进
一步加强商会组织的代表性。
李会长最后说：我将计划走访几个较偏远
的属会，一同探讨并协助当地商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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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促政府采纳工商界的意见
打造更亲商的环境

• 中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致词开幕
（前排坐者左起：副总秘书卢耀喜、总秘书李锦新、副会长刘育平、副会长李春森、名誉会长许
如湘、中总署理总会长拿督刘瑞裕局绅、名誉会长拿督沈福源、名誉会长拿督谢向义、时任副会
长许修增博士、副会长蔡文铎、财政沈顺展、副财政黄一新。
后排坐者左起：署理会长陈日枝、会长李开运、时任副会长张文财。）

大

会主宾，马来西亚全国
总商会暨马来西亚中华
总商会总会丹斯里拿督戴良
业致词时表示，砂中总间接
会员人数超过4800人，可说
是中总强而有力的后盾。加
上砂中总青商团也在不断扩
大，期许未来，将会有更多
砂中总的属会成立青商团，
吸纳新血加入，提高青商团
的活力。

另外，首相敦马哈迪医
生在为中总第72届常年会
员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政府
计划重启“马来西亚大宝号
( Malaysia Incorporated )”概
念，促进官商合作，以确保
达致成功。在这项概念下，
我国犹如是一个大型企业，
政府与私人领域携手合作，
保障企业的成功。中总乐见

官商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
展，然而要强调的是，这概
念必须公开及透明化的进
行，相关细节应咨询私人领
域或专业人士的看法，拟定
好方针方落实，以确保计划
不会沦为朋党主义的牺牲
品。
丹斯里总会长亦表示，
财政部成立的销售及服务税
委员会，已委任其为成员之

一，并呼吁会员商家，要密
切关注关税局网站，以掌握
相关细节。中总也将会时刻
提供最新资讯予会员商家，
协助了解销售及服务税的执
行制度。其促请政府在执行
销售税期间，要提供充裕的
过渡期来让商家们适应新制
度。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课
题也是备受商家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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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最低薪金和外劳管理及
聘用。中总吁请政府，在决
定新的最低薪金额时，除了
考量国家的经济情况外，也
必须考虑商家的承担能力，
同时给予商家充足的准备时
间以作出相应调整，才不

会影响市场的健全运作。同
时，非法外劳课题困扰着我
国许久，我们期望政府能够
采纳工商界的意见，全面检
讨我国的外劳聘用和管理政
策，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困
扰多年的外劳问题，打造更

亲商的环境。
总会长亦说，中总将申
办2021年第十六届世界华商
大会，若申办成功，将需要
各造的配合与支持，成为中
总强而有力的后盾，以筹办
一场令人惊叹的国际盛会。

代表踊跃发表意见

• 古晋中总代表刘细畅。

• 诗巫中总代表张东儒。

• 诗巫中总代表杨庆顺就
即将实施之销售及服务税
做简单的分享，让代表们
对此项新税制能有基本的
认识。

• 2019砂中总常年会员代表
大会将在古晋举行，由古晋
中华总商会负责承办，古晋
中总会长陈日枝先生于会上
欢迎各地代表届时踊跃到来
古晋出席之。

• 大会后代表们一起享用一
顿轻松愉快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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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东道主：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中总至诚感谢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时任会长张文财、筹委会主席江
昌文以及全体理事的周全接待，让来
自各地商会的领导和代表获得宾至如
归的热情款待，尤其在筹办本届大会
上给予了各方面最大的支持，促使本
会会员代表大会顺利举行。

• 古晋中总代表抵达民都鲁机场时受到民都鲁中总理
事的热烈欢迎。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为尽地主之谊，特于8月3日中
午假金湾酒店设午宴招待全体代表。这项招待乃
由该会三位副会长，即杨忠盛、李建芳和叶绍良
共同招待。

民都鲁中总43 周年庆典晚宴
43rd Anniversary Dinner of
Bintulu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民

都鲁中华总商会承办砂中总2018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之际，于2018年8月3日假民都鲁明河广
场酒店凤凰阁举办43周年会庆，场面盛大。晚宴主宾为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暨马来西亚中
华总商会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 共切创会43周年庆典蛋糕。

• 贵宾、嘉宾及民都鲁中总理事大合唱。

• 接领纪念锦旗。

• 接领纪念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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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 及服务税 巡回讲座
SEMINAR ON SALES AND SERVICES TAX
够的时间去准备和适应，因
为这不仅可以减低业者的合
规成本，同时还可以让有关
政策或法令在执行时更加顺
畅有效。
何主任也特别感谢林美
利女士在百忙中抽空到全砂
各地为砂中总属会的会员商
家，还有当地的民众作深入
讲解。她总共巡回主讲了5
场。首先第一场是到西连、
之后是到美里、诗巫、民都
鲁，然后古晋是最后的一
场。
• 税务组主任何修华先生致欢
迎词。

砂

中总税务组于2018年
9月29日在华商大厦四
楼文彬堂举办销售税及服务
税巡回讲座，由本地资深税
务顾问林美利女士以华语主
讲。
税务组主任何修华致欢
迎词时表示，销售税及服
务税（SST）对于商家们来
说，虽然并非是新的税收制
度，但是它执行的方针与政
策，已经和之前的SST有所
不同。商家们对于被征税的
物品、税率及建议被豁免的
货品清单，还是面对很多的
问题、混乱和疑惑。他促请
商家们要时常密切关注关税
局的网站，以掌握更多相关
细节。何主任亦指出，政府
在实施各项政策或落实任何
新法令前，须给予工商界足

• 主讲人林美利女士。

林美利女士是来自古晋
Priority One Tax Services Sdn.
Bhd. 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
事。她拥有超过20年在企业
和个人税方面的经验，专门
为政府相关组织，还有私人
领域，例如：金融、石油和
天然气、酒店和休闲、房地
产、食品和零售、种植业等
等，解决税务纠纷、税务调
查和税务审计。她是受我国
皇家关税局以及内陆税收局
认可的税务代理人，也是我
国特许税务学会( CTIM )、特
许秘书及行政学院( MAICSA )
的会员；同时也是人力资源
发展基金的( HRDF )认证培训
师。
林女士分享了回归后的
升级版SST 2.0，教导商家在
规定的120天期限内（2018
年12月29日或之前），呈
交截至8月31日为止的消费
税-03表格给关税局审核，
还有包括如何处理坏账、存
货、固定资产等。这是因为
法令规定，在SST生效后，
商家需要在这120天内向政府
索回所有进项税(Input Tax)，
因为过了这120天之后就无法
再去索回了。

• 何主任
赠送纪念
品予主讲
人林美利
女士。左
一为税务
组组员王
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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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数非常踊跃，逾百人。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 会后设有问答环节，为商家们一一作出解答。

首站：西连中华商会于14.09.2018主办

第二站：美里中华总商会于15.09.2018主办

第三站：诗巫中华总商会于19.09.2018主办

第四站：民都鲁中华总商会于20.09.2018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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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春晚宴暨庆 祝 马 中 建 交 45 周 年
2019 CHINESE NEW YEAR GRAND DINNER CUM CELEBRATION OF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砂

中总2019年新春晚宴于
2月22日假古晋希尔顿酒
店举行，获得州内阁部长、市
长/议会主席、总领馆、政府长
官、各界商团、银行业界、会
员商会理事与青商、媒体等约
280人莅临，同欢共庆新春佳
节。由本州地方政府及房屋部
长拿督沈桂贤医生代表本州首
席部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
为主宾。

• 全体来宾竖立奏国歌及州歌

• 醒狮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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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李开运：
工商界面对诸多问题
盼政府有效予以解决
会长李开运表示，我国工
商界面对诸多问题，经
商困难重重，希望政府能够
有效予以解决。特别是目前
各项营运成本持续高涨。造
成经商成本上涨的因素，包
括最低薪金制和外籍劳工的
问题。

调薪需考量区域差异
在最低薪金方面，他表
示，业界普遍上认同，雇员
的薪酬，应当适时的作出调
整。然而，薪酬的调整必须
考量到各区域之间的经济
及生活水准的差异，还有不
同领域不同技能和知识水平
的差异。“我们工商界希望
政府正视有关政策对乡区的
就业机会、中小企业的生存
空间、市场的发展所带来的
冲击，将负面影响减至最
低。”
针对外劳问题，他称，
外劳的短缺和高昂的人头税
也是导致经商成本加剧的因
素之一，致使许多中小企业
和制造商因为不堪重负，
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甚至面
临倒闭的风险。很显然的，
政府当局并不明白业者的苦
处，因为有许多不同阶段的
作业流程和工作性质是无

法以自动化执行，必须靠手
动来完成。加上本地人很多
都不愿从事肮脏、危险和困
难(即3D)的工作，也是政府
当局有必要去深入了解的情
况。

促希盟兑现竞选承诺
此外，砂中总要敦促
希盟政府兑现其竞选承
诺，根据1963年建国契约
（MA63）恢复砂拉越州的
自主权、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UEC），同时制定亲商扶
商政策，协助我国中小企业
合力拼经济。

盼实施开放实惠政策
他续说，砂中总也要趁
此机会恳请砂政府：一、改
善行政管理机制，不分种族
听取民意，以实现人民的期
望，保障各族权益，特别是
改善州内公务员种族比例不
均问题；二、创造更加亲商
的经商环境，例如成立一站
式服务中心，集中相关部门
如：土地测量局、地方议
会、水利灌溉局、消防及拯
救局，加速及简化房地产发
展申请程序；以及三、委任
一位华人副首席部长。

籲委任 1 华裔副首长
他指出，自前任副首席
部长丹斯里拿督巴丁宜陈康
南医生退卸后，已逾七年无
华人受委为副首长。砂中总
认为，副首席部长职分别由
州内三大民族，即马来人、
达雅人及华人出任，不仅可
以在砂州内阁反映出砂州三
大民族的代表性，同时也代
表了重视各族公平发展的地
位。

支持在华设贸易办事
处
他也赞扬，砂首席部长
拿督巴丁宜自上任以来，多
次访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势必带动砂中双边贸易
新活动。对此，砂中总要在
此回应及支持砂地方政府及
房屋部长拿督沈部长最近提
出的一项建议，就是在中国
设立砂拉越贸易办事处，致
力推广砂拉越成为一个吸引
中国人民前来旅游及投资的
理想地点。“砂中总充满信
心，并乐观期待双边经贸合
作互惠互利、共谋繁荣，两
地双边关系加值加分，更上
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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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领事程广中：
盼中总抓住机遇
努力促进中砂合作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程广中
指出，今年马来西亚和
砂拉越的经济仍有望保持较
快增长，因此希望砂中总能
抓住机遇，多做促进马中或
中砂经济合作的好事。
他表示，2018年马来西
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7%，
对外贸易保持较快增长。而
砂中总作为历史最悠久华社
之一，对于促进砂华人福祉
与团结、推进中砂友好合作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指出，2019年是中
马建交45周年和中国驻古晋
总领馆建馆25周年。过去中
马两国政府和人民一起爬坡
过坎，携手共同发展，不仅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
益，而且树立亚洲邻国、发

展中国家互相学习和共同发
展典范。

周年和中国驻古晋总领馆建
馆25周年。”

“中国与砂拉越各领域
也的确丰硕成果，包括中国
在砂拉越的投资企业已超过
20家，中国大学与砂拉越
大学校际合作都在稳步推进
中。因此中国总领馆将以适
当的方式，纪念中马建交45

他表示，中国驻古晋总
领馆将继续协助推进华文教
育、中砂经济合作，以及中
马和中砂人民友谊。
• 会长李开运赠送水果花篮
予总领事程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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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沈桂贤：
华商贡献砂经济发展
• 由于砂首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
不克出席，其讲稿由砂地方政府与房
屋部长拿督沈桂贤代读。

砂首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
哈里表示，砂政党联盟
政府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商家或私人界将成为
砂拉越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者。在这方面，政府愿意倾
听商家们的需求，并采取措
施，增加在砂拉越开展业务
的便利性，例如废除繁文缛
节和不必要的程序。
他表示，私人界是经济
增长的引擎，毫无疑问的，
砂中总全体成员和华裔为砂
拉越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
贡献。
他说，作为砂拉越商业
和工业主要的参与者，砂拉
越的华商在加强当前砂拉越
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
且他们一直是砂拉越商业、
贸易和工业的主要贡献者。
他形容，砂拉越能有今
日的发展状态，因为有商界
特别是华商的贡献，他们在
很多方面都很有活力，而且
他们随时准备好采用新的经
营和新的生产方式适用于市
场的需求。他非常有信心，
华裔同胞会继续支持砂拉越
政府通过砂拉越的资源、国

内外的影响力及网络联系来
加强砂拉越的经济地位的努
力。
另外，阿邦佐哈里指
出，去年5月9日举行的第
14届全国大选，联邦政府
易权。砂政党联盟（GPS）
成立于2019年1月19日，在
马来西亚联邦体制内，砂拉
越成为独立的政治平台。为
了确保砂拉越的持续发展，
他强调，砂联盟政府将支持
联邦政府有利于砂拉越的政
策、行动和举措；那些不符
合砂拉越权益或侵犯砂拉越
权利的，砂拉越政府是不会
支持的。
阿邦佐续说，砂拉越经
济繁荣的关键在于砂拉越或
本地企业家积极参与砂拉越
的经济发展，砂拉越政府将
加大努力，促进砂拉越人的
创业和投资，以协助砂拉越
迈向工业化和数字化经济转
型。
“当然，外国投资对我
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我
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没
有技术、管理大行业的技能
和所有这些产品的市场知

识。我们可以从那些正在投
资砂拉越的外国跨国公司获
得技能、知识和技术受惠，
特别是将他们的新技术转移
给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
够自立！”
另一方面，砂地方政府
与房屋部长拿督沈桂贤致词
时说，马中建交45年，其先
父有幸与已故敦拉萨于1974
年参与这项使命，开创马中
建交的历史。后来，他也有
幸参与这个使命，多次前往
中国交流。
他续说，今年也是中国
驻古晋总领馆庆祝建馆25周
年，这应归功于已故前砂中
总会长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
彬的功劳，争取到总领馆在
古晋的设立。
他希望马中两国新生代
能继续在马中两国的友谊和
往来更上一层楼，并希望双
方可探讨合作，在砂拉越设
立一所中国大学分校。同
时，他也将说服砂首长在中
国设立砂拉越贸易办事处，
以促进两地的经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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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f Minister Datuk Patinggi
Abang Johari Tun Openg
wants to ensure that Sarawak’s
economy w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be sustainable in earning bigger
revenues in years to come to support
its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In this respect, he points out that
this is the reason behind the Sarawak
government coming out with the
largest budget in its history, which
includes the imposition of five per
cent sales tax on petroleum products
meant for exports and the 70 per
cent allocation for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rural areas where
many Sarawakians are in need of
treated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A record budget that we
have (for) this year should assure
our business community of an
expansionary policy.
“We are not cutting down on
projects; instead, we increase them
and therefore, we can expect an
increase in public spending on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amenities, which should open up more
opportunities to our business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sectors,” he said at a Chinese New
Year gathering hosted by Associate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arawak (ACCCIS) at
hotel here on Friday night.
His text-of-speech was read out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Housing
Minister Datuk Dr Sim Kui Hian.
Adding on, Abang Johari said to
ensure that al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slated for Sarawak
would materialise as planned, the
unity of Sarawakians could not
be overemphasised. “Without the
continuous unity of Sarawakians,
Sarawak’s progress towards
achieving a developed status by 2030
would be jeopardised.”
Apart from that, Abang Johari
also said the key to prosperity of
the Sarawak economy would be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entrepreneurs.
In this respect, he said the Sarawak
government would step up efforts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stment among Sarawakians,
who are keen to help Sarawak in it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becoming
an industrialised and digitalised
economy.
“Of course,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as well,
because we do not have enough
capital and we do not have the
technology (and) the skills to manage
big industries, and also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market for all these
products.
“It is the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vesting in Sarawak
that would transfer the skills, the
knowledge and the technology – new
technologies in particular – to us, with

the hope that one day, we would be
able to stand on our own feet,” he
said.
Abang Johari also observed that
associations like ACCCI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a whole, ha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Sarawak’s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state is what it is today
because of th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because they are very dynamic in
many ways, and ready to adopt new
ways of doing business, as well as
new methods of producing goods for
the market.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our
Chinese friends would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wards strengthening our economic
position with their resources,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networking,” he said.
Abang Johari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remain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Sarawak’s economy.
As such, he assured this sector
that the Sarawak government was
willing to listen to the needs of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ake
steps to enhance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Sarawak like doing away
with many red tapes and unnecessary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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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晚宴 是砂中总年度的盛宴，本会衷心感谢来自全砂各地商会
的理事、青商以及嘉宾们的踊跃出席与支持，为晚宴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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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中总 2019脑力激荡工作营
ACCCIS 2019 BRAINSTORMING WORKSHOP

• 参与总人数44位，包括8个属会领导、青商、秘书处职员以及一位特邀主持人邱煜峰先生

砂

中总为集思广益，
拟定未来之工作策
略及方向，于2019年2
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
下午8时假古晋希尔顿酒
店举办2019砂中总脑力
激荡工作营。

会长李开运：
在思想和组织上
调整和革新
李会长致词时表示，希望
大家通过这个工作营一
起集思广益，畅所欲言，说
出大家对砂中总的期许及建
议，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要勇
于发表意见与建议，让砂中
总做出改进和提升的机会，
以便加强各地会员商会本身
的组织，提升商会的存在价
值、甚至为商家、为砂州、
为国家带来更大的贡献。

他指出，商会有着引领
工商界的重大责任。砂中总
作为全砂华人商会的最高组
织，必先树立好的学习榜
样，担起推动全砂华人商会
迈步向前的使命，古话说
得好“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一个组织若要继续服
务及发挥作用，适时的改进
和提升是有必要的。所以，
这项脑力激荡工作营是一个

好的开始，让我们能够在思
想上和组织上进行调整和革
新，检讨我们的弱点，肯定
我们的长处，吸取新观念和
新领导技巧，使之健全化现
代化。
同时，他也感谢全体参
加者的积极参与，促使这项
工作营可以顺利的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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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一 ：“Post-it”行动
工作营拟定了5大方向，即（一）财务管理、（二）会务活动、（三）政府及其他团体的联系、
（四）青商发展、（五）秘书处及中总一体化和广招会员，分成5个小组进行讨论。
组别

商讨课题

组长

助理

A
B
C
D
E

财务管理
会务活动
政府及其他团体的联系
青商发展
秘书处及中总一体化和广招会员

何修华
卢耀喜律师
蔡文铎律师
赖招良
魏铭辰博士

许彩虹
杨亦斯
邓丽卿
王俪瑾
苏美霞

每一组由一位组长引领，针对各自的课题为组员进行深入浅说，让组员了解砂中总面对的内在
环境以及外在的挑战。组员通过“Post-it”方式，将建议写在便贴上。之后，每一组的组员轮
流移动到其他4组讨论不同的课题，组长则留在原位不动，并对不同组别的组员征求意见及建
议。
期间，5组展开激烈的讨论，并积极提出各项有建设性的意见及看法。

A组

C组

B组

D组

E组

环节二：内部讨论
第一环节“Post-it”行动完结后，所有组员回归到各自的组别，并针对所有收集到的便贴贴在
版上，进行第二环节的内部讨论，将所有建议归类出：P1-主要建议、P2-辅助建议以及P3-弃
用。助理随即协助综合整理所有的建议，以利组长作出汇报。
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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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

C组

D组

E组

总结汇报
最后一个环节是邀请各组组长作总结汇报，在邱煜峰先生的主持下，汇报讨论结果及重点建
议。
工作营进入尾声时，会长李开运、署理会长拿督陈日枝、副会长许修增博士皆对工作营发表感
言和看法。结束后，全体参加者于希尔顿酒店桃园餐厅享用轻松和愉快的晚餐。

•署理会长拿
督陈日枝发
表感言。

• 时任副会长
许修增博士
发表感言。

•会长李开运赠送纪念品予邱煜峰
主持人，全体与会理事陪同。

•感谢各属会秘书处的参与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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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拜会财政部长林冠英

COURTESY VISIT ON YB MR. LIM GUAN ENG, MINISTER OF FINANCE

• 左起 ： 副会长叶绍良、理事何修华、副会长蔡文铎、副会长拿督吴标生博士、署理会长拿督陈日枝、
国内贸消部副部长张健仁、财政部长林冠英。
右起 ： 副总秘书卢耀喜、理事赖招良、时任副会长许修增博士、财政沈顺展、林思健上议员、会长李
开运。

砂

拉越中华总商会一行11
人在会长李开运率领
下，于2019年2月27日赴布
城礼貌拜会财政部长林冠英
先生。
砂中总就州内经商成本
上涨的问题向财政部长表示
关注，并对当前影响州内经
商的课题发表意见。在这45
分钟的对话中，主要提到的
课题包括：最低薪金制、
外劳人头税和放宽房贷的建
议，以舒缓房地产买家的贷
款困境，以及刺激普遍低迷

的房地产市场。
会长李开运表示：“此
次的拜会收获颇丰，所有课
题都获得财政部长正面和积
极的回应。我们也非常感谢
财政部长愿意抽出宝贵的时

间来聆听私人界所面对的问
题”。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
部副部长张健仁及林思健上
议员也参与此项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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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采访

Visit by Professor Emeritus, Hose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署理会长陈日枝于2018年9
月3日接待来自日本东京
Hosei University名誉教授Mr.
Hideki Esho就其研究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国家经
济之影响”的采访，以了解砂
州华商涉及参与之项目与范围
等。陪同出席理事尚有拿督黄
国辉、魏铭辰博士及何修华。

与中总数字经济组主任交流

Lunch Interaction with Chairman of Digital Economy Committee, ACCCIM

马

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数字
经济组主任张国林硕士
于2018年10月25日到访古晋
之际，与本会数字经济组进行
交流，以增进联系，同时探讨
双方可相互协助及合作的一些
事项。由本会总秘书李锦新、
主任王运才博士、组员郑佑上
及沈铂斯接待。
•左起：王运才博士、郑佑上、
李锦新及张国林硕士

与中国驻古晋总领事晚餐交流

Dinner Interaction with Consul-Genera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Kuching

本

会一行16人在会长李开运率领下，于2018年11月19日礼貌拜会中国驻古晋总领事程广中
假古晋悦上海餐厅设宴招待之晚餐，以促进总领馆与砂中总间之联系，同时就砂州及中国
的经贸往来，进行交流及探讨合作的可能。

会 讯 Bulletin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25

泰国驻吉隆坡大使馆商务参赞到访

Visit by Minister Counsellor Commercial of Royal Thai Embassy
会长拿督陈日枝于
署理2019年2月19日接待泰国

驻吉隆坡大使馆商务参赞Ms.
Patcha Wutipan所率领的代表
团。
泰国访问团此行的目的，
主要是商讨扩展砂州及泰国的
双边贸易、加强生意的合作。
泰国的强项主要是在农业及旅
游业以及食品类，大家共同探
讨如何加强合作。
同时，也邀请砂中总及古晋中总参加泰国的博览会，包括食品、运输、汽车展等等。拿督
陈表示，古晋中总计划在今年组团到泰国考察，针对泰国的强项尤其是农业这方面，探讨双方
合作的可能。另外，也可以邀请泰国企业家前来砂拉越投资或与本地伙伴合作。
会后，拿督陈亦向媒体发表谈话，其希望泰国航空考虑开辟古晋直飞泰国航线，以利惠双
方的经贸往来。他形容泰国在全世界航空链接上十分的广泛，砂拉越人飞去泰国，除了到当地
旅游，也可以转机到世界各地。

至诚恭贺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2018年砂州州元首敦丕显斯里泰益玛目82岁华诞封赐

副总秘书

署理会长

时任副会长

陈日枝先生

许修增博士

荣膺P.S.B.S.拿督勋衔

荣膺J.B.K.勋衔

荣膺P.B.K.勋衔

荣膺P.B.S.勋衔

理事

前任副会长

理事

理事

苏德旗先生
荣膺P.B.K.勋衔

林典扬先生
荣膺P.B.K.勋衔

副会长

李春森先生

卢耀喜先生

丘士侬先生

赖 招 良 先生

荣膺A.B.S.勋衔

荣膺A.B.S.勋衔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全体同仁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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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72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ACCCIM 72nd AGM

•砂中总出席团员合
影。砂中总赴会名誉会
长为拿督沈福源及拿督
黄国忠，理事共有16人
即会长李开运、署理会
长陈日枝、时任副会长
许修增博士、时任副会
长张文财、副会长蔡文
铎、副会长刘育平、副
总秘书卢耀喜、财政沈
顺展、副财政黄一新、
理事拿督黄国辉、魏铭
辰博士、高伟宁、何修
华、沈炎龙、林咸宾及
赖招良。

•与丹斯里拿督宋兆雄（右5）喜相聚。

•蔡文铎与首相握手。

砂中总一行74人在会长李开运及署理会长陈日枝率领下，赴吉隆坡参加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于2018年7月20日假吉隆坡文华东方酒店举行之第72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由我国首相敦

马哈迪医生主持开幕。

今年为中总三年一度理事选举年，本会会长李开运在副总会长选举中，蝉联副总会长职，
署理会长陈日枝亦在参选23位中央理事职中顺利荣选。另外，副会长蔡文铎随后于中总第72届
第1次中央理事会会议上受委为中总中央理事。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114周年会庆晚宴 / 19.07.2018 / 吉隆坡文华东方酒店
•古晋中
总理事以
及西连中
总理事合
影。

• 会长李开运赠纪念品予隆雪中总，由
该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业接领

• 诗巫中
总理事及
青商与泗
里街中总
理 事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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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中华总商会
115周 年 暨 槟 州 中 华 总 商 会 大 厦 100周 年 庆 典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15th Anniversary &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Building 100th Anniversary

•署理会长陈日枝（坐者左1）出席18日下午3时30分槟
州首席部长曹观友（坐者右4）与中总中央理事之交流
会

• 19日开幕仪式后，随即于上午10时30分与我
国财政部长林冠英（坐者中）进行对话交流。
坐者右二为砂中总署理会长陈日枝。

槟

州中华总商会于2018年8月18日至19日举办一系列活动以庆祝成立115周年暨槟州中华总
商会大厦100周年庆典。该会除了邀请槟州政府、社会贤达、商团及社团代表，同时也邀
请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全体领导以及全马各州友会组团参加，以加强联系，促进商谊。砂中总
一行16人在署理会长陈日枝先生率领下，赴槟城参与其盛。

• 18日槟州政府设欢迎晚宴
款待全体与会嘉宾。

•槟州中总赠送纪念品予各友会会
长/代表。

•总商会大厦 100 周年庆典开幕仪式。

• 槟州中总于19日午餐后，
安排了一项渡轮游览活动，
邀请各商会代表搭乘马来西
亚最古老的渡轮，川行槟威
海峡，途经槟威大桥、威省
北海集装箱码头、槟城瑞典
咸邮轮码头及康华利斯古堡
炮台等等。

• 与中总时任总秘书拿督卢成全
（左4）合影。

•古晋中总副会长郭应
茂发问。

• 19日晚，槟州中总假槟城温布
利酒店欢庆 115 周年暨槟州中
华总商会大厦 100 周年庆典晚
宴，主题为：我们都是年轻人。

•副会长蔡文铎律师
发问。

•感谢槟州中总的盛情款待，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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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合作交流会

Overseas Chinese to Boost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Cooperation Conference

•李开运在
海外侨胞助
推“一带一
路”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
设合作交流
会上发表专
题演说。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
总）副总会长李开运，
亦是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
中总）会长兼美里中华总商
会（美里中总）理事长，应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的邀请，于2018年9月18日
至21日赴中国广州出席“海
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交流
会”，并以马来西亚企业家
的角度发表专题演说。
全场有超过300位来自世
界各国的代表出席，包括中
国、香港、澳门、旧金山湾
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
匈牙利、肯尼亚、大马、以
及海外青年企业家等，场面
盛大。
李开运于会上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
提出后，受到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重视，尤其是马来西亚
卓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
在这倡议下大有作为。过去
5年，多项马中两国合作计
划已在展开，例如“两国双
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与马
中关丹产业园区、马来西亚
厦门大学、马六甲皇京港以
及临海工业园，都是备受关
注。马来西亚企业对于“一
带一路”倡议已不陌生，甚
至可说已掌握并且已积极参
与在内。
“马来西亚更成为广东
在东盟的第一贸易伙伴，
2017年双方进出口额达
269.4亿美元。由此可见，
东盟与大湾区在未来在经贸
工商领域的合作潜能巨大，
尤其东盟是“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在
与大湾区在港口互通上，必
有合作的机会。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巴生港口、关
丹港口已被圈定为策略性地

点，基建设备不断在提升，
将会为物流运输领域带来极
大的发展。他认为，大湾区
能在这基础上，借力“一带
一路”，进一步加强马来西
亚港口在衔接全球市场的优
势，成为物流枢纽中心。
李开运表示，东盟具有
丰富天然资源，是大湾区制
造业“走出去”的理想目的
地，能形成互补互惠的合作
关系。大湾区企业可在通过
东盟取得资源，而东盟则能
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技术
转移，提升制造业发展。另
外，他又说，马来西亚具有
的语言优势，以及在回教金
融市场上的地位，无疑更是
成为大湾区合作伙伴的最佳
人选。他期待，东盟与大湾
区未来的合作发展，尤其是
马来西亚，更欢迎与大湾区
有更密切的联系，深化双方
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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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商业联合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Sarawak Business Federation 2n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砂

• 坐者左起 ： 副会长陈日枝(砂中总)、副会长拿督阿邦赫米(砂土著工商会)、
会长拿督阿邦阿都卡林(砂工商会)、署理会长拿督陈贞荣(砂工商
会)、秘书长蔡文铎（砂中总）、副会长拿督斯里卢元祥 (砂电器商
公会）
站者左起：中央理事陈育盛博士(砂房地产发展商商会)、法律顾问郑友亮律师
(砂工商会)、副秘书长格蕾丝(砂工商会)、副财政龚世琼(砂工商
会)、中央理事许修增博士(砂中总)、财政张昌恩的代表Melvin Goh
(砂油棕种植业者协会)、中央理事黄光雄(砂企业家公会)

th

拉越商
业联合
总会于2018
年9月5日假砂
拉越土著工商
会会议厅召开
第二届会员代
表大会并遴选
出2018-2020
理事会，砂中
总署理会长陈
日枝、副会长
蔡文铎及许修
增博士分别荣
选为该会副会
长、秘书长及
中央理事职。

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110周年庆典晚宴

110 Anniversary Dinner of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Batu Pahat

峇株华 巴总 辖商 中会
于2018年10月
16日假峇株巴辖
海景宴宾楼举行
110周年、青商
团10周年暨庆贺
会员膺勋联欢晚
宴，由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总会
长丹斯里拿督戴
良业主持开幕。
砂中总出席代表
为数字经济组组
员田松茂先生，
亦是古晋中总理
事兼数字经济组
主任。

• 田松茂先生代表赠送
纪念品予峇株巴辖中
总，由该会会长郭耀通
先生（右2）接领。右1
为该会筹委会主席暨副
会长张松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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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15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由

世界华商组织
联盟主办之第
十五届世界华商高峰
会，于2018年10月
18日至20日假澳门
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
举行。一共吸引全球
38个国家及地区，
超过1500位华商代
表参与。
高峰会以“新时
代，新趋势”为主
题，围绕即将出台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以及港珠
澳大桥如何影响大湾
区未来发展等专题，
深入探讨全球华商如
何把握大湾区建设重
大契机，将自身事业
发展与大湾区建设有
机结合，共同为大湾
区建设集思广益，建
言献策。
砂中总受邀组织
代表团参加，由副
会长刘育平先生率
领14人赴会，共襄
盛举。峰会主要活动
议程包括首日：青年
华商论坛：领导力新
型态与新挑战研讨
会。次日：开幕典礼
暨2018世界杰出青
年华商颁奖典礼、主
题论坛、高峰会议、
参观第廿三届澳门国
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MIF）、交流茶敘
以及大会晚宴。

•来自泗
里街中总
的6位代
表。右3
为团长，
亦是砂中
总副会长
刘育平，
同时也是
泗里街中
总会长。

•来自加
帛 中 总
的4位代
表，左2
为砂中总
理事林咸
宾，亦是
加帛中总
会长。会
后还参加
粤港澳大
湾区考察
团。

•来自诗
巫 中 总
的4位代
表，左1
为砂中总
理事苏德
旗，亦是
诗巫中总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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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中华总商会
07.04.2018

09.04.2018

16.04.2018

公积金局为提升古晋中华总商会的会
员对退休策划的醒觉及提供有关公积金
局的最新产品和服务的资讯，同时讲
解一个大马退休计划（SP1M）（提供
予自雇者）的特点，于古晋猫眼岭路
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办“一
马退休基金计划及迈向舒适的退休之有
效的财务策划”说明会。由该局退休咨
询服务之顾问Mr. Ronney Khairuddin以
英语主讲。出席人数约30位。本会也把
讲座重点以新闻稿发布在各大华文报
章，以让未克出席的会员也能了解详
情。（图 1,2,3）

(图 1)

本会青商团与砂拉越电子商务公会联办
之“社交网络营销工作坊”在Zoso
Music Studio举行。出席人数约20位。
(图 4,5)

(图 2)

全马唯一中文财经电台City Plus FM两位
代表，即市场经理郭佩娟和古晋区域代
表房柄宏礼貌拜会本会，由会长拿督陈
日枝、副会长魏铭辰博士及副会长拿
督斯里蔡展文接待。该电台拟于2018
年5月19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下午5
时在古晋（地点待定）举办“《声财有
道》之让你一开口就成交”企业工作
坊，由台湾首席声音专家周震宇及大
马著名主播陈嘉荣主讲。课程内容包括
声音与肢体技巧、自媒体经营与表达力
实践。收费为本会会员RM98，非会员
RM138（包含午餐及两份茶点）。本
会成为这个活动的合作伙伴。作为回
馈，该电台代表承诺将为本会所举办的
活动做宣传。

20.04.2018- 由砂拉越商业联合会和砂政府及大马外
23.04.2018
贸发展局联办之西加里曼丹商业考察
团，本会属下两个会员报名参加，即
Meritin Hotel与Old Street Confectionery
Company。
16.05.2018

本会理事一行13人在会长拿督陈日枝带
领下，礼貌拜会中国驻古晋总领事程广
中阁下。出席的理事有署理会长李锦
新、副会长拿督黄国辉、副会长拿督斯
里蔡展文、副秘书长刘细畅、财政本曼
查高伟宁、工业组主任陈育盛博士、商
业组主任许庆喜硕士、马中经贸组主任
拿督余民诞、 数字经济组主任田松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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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公关组主任范庆和、福利
组主任何金明、青商团团长蔡
慧强和执行秘书邓丽卿。重点
如下：- 会长向程总领事阐述古晋
中华总商会的历史与架
构。此外，会长也说明本
会也是统筹统办古晋市华
小与独中的14社团之一。
- 本会也将尽力为中国领事
馆提供协助，并希望总领
馆为本会及本地华商提供
更多工商投资方面的商
机。
- 程总领事表示古晋乃一个
养老胜地。他也邀请本会
到中国考察，寻找商机。
- 有关本会理事询问关于申
请入境中国多次签证的手
续，总领事表示可安排，
惟目前过程还需等待。另
有关投诉古晋直飞深圳的
航班时间不适合（每星期
只有三班，启程和回航时
间均在凌晨）事宜，他表
示这是两国政府的安排，
他不便干涉。（图 6，7）
19.05.2018

由City Plus FM及偶也文创联合
主办、本会为合作伙伴并支持
的“《声财有道》让你一开
口就成交”工作坊于古晋新邦
迪卡路的Hotel Citadines
Uplands举行。讲师为周振宇
先生及陈嘉荣先生。报名费为
每位RM98。本会协助宣传，
惟仅古晋中华第三中学通过本
会报名（有校董赞助）。
诗巫中华总商会青商团一行
7位团员在其团长杨锦华博士
带领下到访本会，进行交流及
联谊。本团热烈欢迎及接待，
共进午餐，过后前往本团副团
长蔡明龙及本团商业组负责人
黄福庆的公司参观。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8,9,10）

15.06.2018

本会理事与砂中总理事在华商
大厦大门前集合后出发，向本
州马来领袖贺节，其中包括本
州元首、本州首席部长以及州
务秘书。（图 11,12,13）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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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2018

本会召开第67届
（2018年）会员大
会，共有143个会员
出席。大会共通过两
项提案。（图 14,15）

26.06.2018

本会在会长陈日枝带
领下，一行7人礼貌
拜会副首席部长暨农
业现代化、土著地与
区域发展部长YB Datuk
Amar Douglas Uggah，
同时探讨在农业领域
的商机。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图 14)

（图 16,17,18）

(图 15)

在本会代表的要求
下，副首席部长YB
Datuk Amar Douglas
Uggah答应将为本会
举办一个讲座会，讲
解政府为私人界提供
的土地及融资便利供
农业发展，公开让本
会有兴趣的会员参
与。另外，副首席部
长也答应考虑让私人
界接手被荒废的项
目。

(图 16)

同时出席礼貌拜会的
本会理事还有副会长
郭应茂，秘书长蔡文
铎律师、数字经济组
主任田松茂、农业组
主任卢少奎、农业组
副主任黄长财及执行
秘书邓丽卿。
07.07.2018

本会人力资源发展组
颁发2018年度丹斯里
拿督阿玛黄文彬学业
优良奖励金，共63位
学生获奖，即小学组
29位、初中组10位和
高中组24位。

(图 17)

(图 19)

（图19，20）

11.07.2018

人力资源发展组在会
长拿督陈日枝带领下
，一行5人，即主任
郑佑上、组员何修
华、田松茂、陈玮

(图 20)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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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一同前往砂先进技术国际
学院（i-CATS）西区分校参与
该院校举行之开放日开幕仪式
并在该校领导层的带领下参观
部分的设备及进行对话。
（图 21，22，23，24，25）

1920.07.2018

本会共24位理事及青商团员
出席于吉隆坡举行之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第7届青商大会暨
第72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即：
拿督陈日枝，拿督黄国辉，
魏铭辰博士，蔡文铎律师，
本曼查高伟宁，何修华，
刘细畅，朱昌亮，田松茂，
郑佑上，范庆和，何金明，
张子京，陈政信，李志明，
黄冀义，陈俐玲，林乾薇，
杨岩彬，陈玮政，林顺飏，
张宝娇，刘思凌，洪宝銮。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5)

（图 26，27，28，29）

21.07.2018

由B Green主办、本会青商
团与余仁生协办之“震走脂肪
与三高讲座会”，于下午2时
至5时在该会文彬堂举行，
邀请到王荣沛及王明勇两位
讲员前来主讲。出席人数非常
踊跃，约150位。

(图 26)

（图 30，31，32）

(图 27)
(图 30)

(图 28)
(图 31)

(图 32)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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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7.2018

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Md.
Shahidul Islam阁下在其三位官
员的陪同下礼貌拜会本会。本
会由会长拿督陈日枝、副会长
魏铭辰博士、秘书长蔡文铎律
师、数字经济组主任田松茂、
福利组主任何金明、农业组副
主任黄长财、福利组副主任甲
必丹彭裕华接待。
最高专员阁下在会上分享孟加
拉当前的基本概况和贸易及投
资机会，并邀请本会会员商家
踊跃前往孟加拉投资。本会会
长也向最高专员陈述了目前孟
加拉劳工暂时不能进入砂州就
业的课题，导致许多领域都面
对劳工短缺的问题，并正面评
价孟加拉劳工的工作态度与效
力。
同时出席的孟加拉官员为：最
高专员署政治部部长Rais
Hasan Sarwar, 劳工参赞
Sayedul Islam及商务处首席
秘书Md. Rajibul Ahsan。

(图 33)

(图 34)

(图 35)

（图 33，34）

30.07.2018

0304.08.2018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商务局副
局长暨中国国际商会惠城商会
会长蓝伟键礼貌拜会本会，由
本会副会长拿督斯里蔡展文及
商业组接待。（图 35，36）
本会共36位理事及青商团员
出席参加民都鲁中总43周年
晚宴暨砂中总2018年度会员
代表大会。本会所提呈之两项
提案皆获大会通过。其中，本
会也有8位青商出席于8月3
日举行之青商交流会。出席的
代表为拿督陈日枝，李锦新，
拿督黄国辉，魏铭辰博士，
郭应茂，蔡文铎律师，刘细
畅，本曼查高伟宁，何修华，
朱昌亮，翁岳春，张光福，卢
少奎，本固鲁李开喜，田松
茂，郑佑上，陈晋宗，范庆
和，吴潮辉，何金明，蔡慧
强，刘兢骍，陈政信，俞国
利，王裕华，黄福庆，李志
明，吴俚葙，林顺飏，叶银
珍，许宝敦，陈武祥，赖佳

(图 36)

(图 37)

(图 38)

(图 39)

(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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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黄福展，邓丽卿以及蔡莉萍。
( 图37，38，39，40，41，42，43）

18.08.2018

本会一行16人由会长拿督陈日枝率
团，赴槟城参加槟州中华总商会
115周年会庆。出席代表为郭应
茂，蔡文铎，卢少奎，田松茂，范
庆和，朱昌亮，李开喜，蔡明龙，
王裕华，吴俚葙，刘宥鸿，李志
明，李开永，李锦存，郭爱妮。

(图 41)

（图44，45，46，47，48）

21.08.2018

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CGC)讲座会
在华商大厦四楼《文彬堂》圆满举
行。此次讲座会注重在BIZmula-I以
及BIZwanita-I两项融资计划。同时，
讲解会也设立一对一的洽谈环节，
以让该机构的专员为有意申请融资
的会员商家（零售业/制造业/批发
业）提供更详细的咨询及审核服
务。讲座会入场免费，出席人数约
20位。（图49，50）

(图 42)

(图 43)

(图 44

(图 48)

(图 45)

(图 49)

(图 46)

(图 50)

(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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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2018

由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主催、
大马特许税务协会与本会联
办、星洲网为策略伙伴之《销
售税与服务税（SST）巡回讲
座》在《文彬堂》圆满举行。
大马特许税务协会委派两位讲
师，即周志渊会计师和陈加信
律师。讲座会以华、英语进
行，内容涵盖销售税与服务税
的制度、SST与消费税的区别、
落实细节、过度期的问题、对
商品及服务的价格之影响。总
共有131人出席。

(图 51)

（图51，52，53，54，55，56）

青商团在家园酒店举办“营销
速成班”讲座。出席人数约20
位。（图57，58）
01.09.2018

本会数字经济组举办“数码经
济：迈向无现金经济时代”
讲座，FAVE Pay、砂拉越多媒体
机构、SarawakPay、Wechat Pay
以及Boost Pay受邀主讲并获得超
过100人报名参加。（图59，60）

(图 52

(图 53)

(图 54)

(图 58)

(图 55

(图 56)
(图 59)

(图 60)

(图 57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37

38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06.09.2018

会 讯 Bulletin

人力资源发展组一行5人在会
长拿督陈日枝带领下，在古晋
中华第三中学会议室与该校
校方及i-CATS代表们就技职科
课题进行交流对话。
（图61，62，63）
(图 61)

15.09.2018

27.09.2018

16.10.2018

18.10.2018

乐委机构Rockwills Corporation
订于早上10时正至11时30分
于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
与古晋中华总商会联办家族信
托讲座会，主题为“新时代华
人产业保护与传承”。该讲
座邀请了乐委机构的其中一位
法律顾问Mr. Philip Koh前来以
华语主讲。出席人数有43
位。（图64，65）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69
周年，特在古晋帝宫酒店设宴
欢庆，本会理事皆受邀出席同
庆。（图66）
人力资源部属下砂州职工会事
务局举办有关大马外劳管理
之讨论会，本会由青商团秘书
陈政信代表参加，过后也已通
过电邮呈上两项提案。
本组礼貌拜会农业局代局长Dr
Alvin Chai。出席者包括本组
主任卢少奎、副主任黄长财、
组员涂踬慜、李开瑞、陈玮政
及砂拉越果农公会的四位代
表。会上，本组向代局长要求
在12月份为本会举办一项讲
解会，为本会会员提供本州政
府在农业领域的政策、计划、
拨地、拨款及融资之资讯。该
代局长答应为本会举办，主办
日期待定。（图67，68）

2022.10.2018

本会受邀组团出席由世界华
商组织联盟在澳门举办之《第
15届世界华商高峰会》，有2
位代表赴会。

03.11.2018

本会与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
(MDEC)联办“数字经济（电
子商务）预备计划及数码自由
贸易区”讲座会。主讲人为：
MDEC电子商务部-中小企业
采用电商主管冯翠玲主

(图 62)

(图 63)

(图 64)

(图 65)

(图 66)

(图 67)

(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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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自由
贸易区”；Saramedia Global
Sdn. Bhd.市场执行员Encik Abdul
Khaaliz Ahmad主讲“砂拉越产
品”；JOCOM中国杭州市董事
长陈菲力主“B2B2C的全球销
售平台”；阿里巴巴区域渠
道经理曾莉茗主讲“一站式国
际贸易解决方案”。出席人数
超过100位。（图69，70，71）
0510.11.2018

10.11.2018

24.11.2018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之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在
我国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和中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支持下，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参展并组
织代表团赴会，本会有2位会员
报名参加，收获非常丰硕。另
本会属下马中经贸商会也组团
参加。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于上午10
时正在古晋帝宫酒店举办《中
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砂合作座
谈会》，本会秘书长蔡文铎律
师受邀担任座谈会专题演讲嘉
宾，本会多位理事也受邀出
席。
由City Plus FM主办、本会为合
作伙伴之2019年财政预算案论
坛《新契机。新挑战》在古晋
普尔曼酒店举行。收费为每位
RM10，惟通过本会报名则免
收费。此预算案论坛邀请了本
地各界专业人士和税务专家分
享，即本会会长拿督陈日枝、
资深税务专家黄振渊先生、著
名财政时事评论员胡逸山博士
及金融界资深主管陈贻贤先
生。共有44位理事、会员及商
家通过本会报名。（图72，73）

16.12.2018

青商团于晚上7时在砂拉越俱乐
部举办年终聚餐，约20位出
席。（图74）

10.01.2019

商业组主办“特别自愿报税，
报不报？”讲座。由Deloitte委
派三位讲员前来以华语主讲，
即谭丽君、蔡淑萍和黄友善。

(图 69)

(图 70)

(图 71)

(图 72)

(图 73)

(图 74)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39

40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 讯 Bulletin

出席人数为38位。主讲人解
释凡在2018年11月3日至
2019年6月30日期间自愿申报
未申报/少申报/超索回/不被
允许回扣的所得税，罚款可获
得回扣。（图75，76）
19.01.2019

2326.01.2019

由本会农业组主办、砂劳越果
农公会协办之“砂拉越农业
资讯”讲座会于上午9时30分
在《文彬堂》举行。本组邀请
本州农业局官员、砂农业银
行、CIMB银行及BSN银行代
表前来为会员及农业业者分享
砂拉越政府的农业发展政策以
及未来的前景展望。此讲座会
以华语进行，除了适合中小型
种植业者咨询种植项目，了
解政府有关奖掖与融资便利等
事项之外，也提供机会让广大
农民能更清晰的了解自身利
益及进一步了解未来的种植发
展概况。（图77，78）
本会福利组前往9家福利机
构发放2019年度渡岁红包，
即精神病康复中心、布洛克纪
念医院、十三哩老人院、救世
军男童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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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共339人。
理事分成四天四组，出发前
往上述慈善机构发放红包及日
常用品。除此之外，也安排午
餐予相关人士及工作人员。(图

(图 75)

(图 76)

(图 77)

(图 78)

(图 79)

79，80，81，82)

25.01.2019

19.02.2019

本会全体理事受邀出席中国
驻古晋总领事馆在帝宫酒店举
办之春节招待会。
泰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
Ms.Patcha Wutipan及团队礼
貌拜会砂中总暨本会理事，
目的为商讨扩展砂州及泰国双
边贸易。出席理事为拿督陈
日枝、拿督黄国辉、魏铭辰博
士、蔡文铎律师、何修华及赖
招良（砂中总理事）。

(图 80)

(图 81)

(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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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商务参赞表示：
- 邀请本会组团出席
于今年5月下旬在泰
国举行的大型展销
会。
- 邀请本会介于18-45
岁青商出席其“青年
企业家联络网发展计
划”，提供10个申
请名额予本会，并赞
助机票、住宿和膳食
予成功申请者。
- 泰国驻吉隆坡国际贸
易发展局将于2019
年8月份组织泰国经
贸考察团前来大马考
察访问。

(图 83)

(图 84)

另，本会要求泰国政府
安排泰国航空公司开辟
国际航班直飞古晋，可
让泰国人民更接近及了
解砂拉越，也方便泰国
的游客转机飞来古晋度
假。（图83，84，85）
(图 85)

20.02.2019

(图 88)

本会农业组主办、砂拉
越燕窝商商会协办之
“解开燕屋无燕设巢迷
思”讲座会，于晚上7时
至9时，在华商大厦第
四楼“文彬堂”举行。
本组邀请了我国资深引
燕业及燕窝加工领域的
专家彭矜华博士前来主
讲，为本会会员、农业
业者、燕农以及有志从
事燕屋行业的人士分享
精辟心得和交流，进而
解开此行业领域的迷
思。他也分析引燕业当
前的挑战及难题，以及
推介引燕技术的重要
性。（图86，87，88）

(图 86)

(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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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中总在古晋希尔顿酒店
举行新春晚宴暨庆祝马中建
交45周年，本会全体理事暨
夫人和青商团团委皆受邀出
席。本会秘书处职员也出席
协助招待。（图89，90）
砂中总在古晋希尔顿酒店
举办脑力激荡工作营。本会
出席代表为：拿督陈日枝、
李锦新、魏铭辰博士、蔡文
铎律师、何修华、蔡明龙以
及黄福庆（青商）。本会秘
书处邓丽卿和王俪瑾也出席
协助记录。

(图 89)

(图 90)

（图91，92，93，94）

30.03.2019

本会青商团配合劳工局的要
求，与该局联办第一次之
“砂劳工法令讲解及交流
会”。是项讲解及交流会是
由砂劳工局提出，以为本会
会员提供有关砂劳工法令、
最低薪金及最低退休年龄作
出详细的讲解。会上，出席
者也可自由发问。该局高级
助理局长彭彬也尽量为出席
者解答。（图95，96，97）
诗巫中总在诗巫晶木大酒店
举办新届理事及青商团团委
就职典礼，本会共2位代表
赴会，即会长拿督陈日枝及
副会长魏铭辰博士。

(图 91)

(图 92)

(图 93)

(图 96)

(图 94)

(图 97)

(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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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中华总商会
1.

与拿督斯里黄顺舸部长对话会
19.01.2018本会会长许修增博士带领
一行42位理事、途商公会代表及青商
团前往拜访砂拉越国际贸易及电子
商务部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
黄顺舸，并与拿督斯里黄顺舸部长进
行交流。(图1)

2.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观察员
本会委派吴仁煌、黄一新、杨庆顺、
黄声访、谢孝德、林善仁、何明贵
及许忠全理事出任『第十四届大选观
察员』，大马选举委员会假诗巫公共
图书馆召开『第十四届大选观察员培
训及讲解会』，讲解有关观察员需
要注意事项并分发名卡、服装、工具
及文件。(图2)

3.

(图 1)

(图 2)

『了解我国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公司所提供之工业融资及奖励』讲解会
18.03.2018本会于二楼道赏堂举办"了解我国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公司所提供之工
业融资及奖励"讲座，主讲人为陈宏立先生，来自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公司（Malay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inance Berhad - MIDF）财务发展单位会计经理，内容大纲为MIDF公司背景及角
色、融资产品、政府援助基金、申请融资所需文件、对比商业银行为何选择MIDF。

4.

养护眼睛讲座会
24.03.2018由诗巫拉让医药中心、婆罗洲医药中心及本会康乐组联合举办之『养护眼睛健康讲座
会』于本会二楼道赏堂成功举行。主讲讲师为眼科专科医生范心薇医生及眼科专科及Laksik外科朱
励恩医生。主办当局也为出席者免费身体检查及免费眼睛检查等等。

5.

种植榴梿有"钱"途
23.05.2018本会在二楼道赏堂成功举
办『种植榴莲有"钱"途』农业讲座，目
的为让有关业者获取宝贵经验，可以
少走冤枉路。砂拉越州地广人稀，尚
有许多有利的种植空间，如果能获取
正确的种植资讯，前景必非常乐观。
主讲人为资深的猫山王榴梿种植专家
陈宏家老师。(图3)

6.

(图 3)

『WIFI 广告- a new edge media』
讲座会
25.05.2018本会与毕理学院联办
『WIFI广告 - a new edge media』
讲座会，目的为分享如何执行低成本
高影响力的WIFI广告，以协助中小企
业发展品牌和业务，主讲人廖能源讲
解如何使用在线市场将全球广告连商
接到当地的WIFI热点。(图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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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发展基金』讲解会
13.06.2018本会于五楼启德行厅举办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讲解会，针对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注册，以及各行
业雇主可用各种培训方案及措施』进
行讲解。(图5)

8.

(图 5)

开斋节贺年
15.06.2018本会一行理事向诗巫马来
领袖同胞庆贺佳节，以促进种族
和谐及亲善团结。拜访之马来领袖
为Temenggong Datuk Tuan Haji Wan
Hamid。(图6)

9.

『中马钦州产业园』招商推介会
22.06.2018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委委
员、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科宏一行莅访本会并
在本会五楼启德行厅举办『中马钦
州产业园』招商推介会。『中马钦州
产业园』招商推介会目的为介绍园区
发展规划、建设进展、推介园区及合
资公司等招商项目及招商政策，提升
园区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投资信
心，吸引更多客商到园区投资兴业，
加快园区发展。(图7)

10. 与马航飞翼航空总裁对话会
02.08.2018马航飞翼航空总裁
Mr. Amiruddin Aakaria与本会对话。
本会邀请各界人士包括旅馆及旅社经
营业者、途商及全体理事出席。(图8)

(图 6)

(图 7)

(图 8)

11.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创会43周年纪念庆典晚宴』
03.08.2018本会一行理事及青商团在会长许修增博士带领下，前往民都鲁参加民都鲁中华总商会
『创会43周年纪念庆典晚宴』。
12.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2018年会员代表
大会』
04.08.2018本会一团13位理事及18位
青商团团员赴民都鲁参加砂拉越中华
总商会假民都鲁金湾酒店举行『第48
届(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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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 9)

13. 『销售及服务税(SST)』讲解会
19.09.2018由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主
催，本会主办之『销售及服务税
(SST)』巡回讲座订于本会二楼道赏
堂举行成功举办。讲师为Priority One
Tax Services Sdn Bhd执行董事林美
丽Cindy Lim免费为商家们以中文讲
解销售及服务税Sales and Services
Tax (SST)。(图10)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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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卅八届(2018年)会员／雇员子女
暨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第廿二届
(2018年) 丹斯里拿督张仕国/潘斯里
拿汀黄拔妃大专教育助学金
25.09.2018本会于二楼道赏堂举办
『第卅八届(2018年)会员／雇员子女
暨独中生教育奖励金』及『第廿二届
(2018年)丹斯里拿督张仕国/潘斯里拿
汀黄拔妃大专教育助学金』颁奖礼，
恭请全体理事出席联合主持颁奖礼仪
式。
15. 『中国航天发展之路』讲解会

(图 11)

教育奖励金及大专教育助学金得奖人数分别为198名及28
名。(图11)

28.09.2018本会与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诗巫福州公会、诗巫省华文独中董联会于诗巫民众大会
堂成功联合举办『中国航天发展之路』讲解会。恭请砂拉越国际贸易及电子商务部部长兼第二财政
部长拿督斯里黄顺舸为主宾。场面热闹，逾千人出席聆听。
16. 『Hornbill Bay-犀鸟湾』讲解会
04.10.2018本会会员约瑟室内设计及
发展公司拿督斯里陈庆崧计划将『高
乐多岛』发展为旅游景点和商业中
心。此旅游景点设计为健康公园，并
命名为『Hornbill Bay-犀鸟湾』。为
了让各年龄阶层人士更加健康，该健
康公园将举办各项活动。(图12)

(图 12)

17. 『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博士』交流会
08.10.2018本会理事出席『与联邦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博士』假诗巫金地大酒店与诗巫
商翁进行对话交流。
18. 2018砂拉越国际商贸博览及大会
12-13.10.2018本会一行4理事在许修增博士会长带领下出席由砂拉越商业联合会(SBF)假古晋婆罗
洲会展中心举办之『2018砂拉越国际商贸博览及大会』，由砂拉越首席部长Datuk Patinggi Abang
Johari Tun Openg 主持开幕，此项活动以『数字科技驱动贸易』为主题，据有20多位国际专家和当
地行业专家为参展商们提供有关砂拉越工业革命4.0的计划与见解。
19. 工业讲座
18.10.2018本会理事出席由『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局砂拉越分局』假诗巫常青大酒店举办『工业讲
座』，讲解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局认证申请最新资讯、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局如何协助本地进口商
及如何接触本地和国际市场等。媒介语为国语及英语。
20. 世界华商组织联盟《第十五届世界华商高峰会》
本会一行4位理事出席世界华商组织联盟订于2018年10月18日至20日于澳门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举
行第十五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大会主题为《新时代-新趋势》。
21. 2018砂拉越国际商贸博览及大会
12-13.10.2018砂拉越商业联合会(SBF)假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办『2018砂拉越国际商贸博览及大
会』，由砂拉越首席部长Datuk Patinggi Abang Johari Tun Openg 主持开幕，此项活动以『数字科
技驱动贸易』为主题，据有20多位国际专家和当地行业专家为参展商们提供有关砂拉越工业革命4.0
的计划与见解。
22. 『大马信托基金(ASNB)新投资计划』讲解会
22.10.2018马来西亚信托基金(ASNB)假本会二楼道赏堂举办『大马信托基金(ASNB)新投资计划』讲
解会，讲师为大马银行代理人，媒介语为华语，入场免费，设有茶点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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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讲解会宗旨为教育社会，让财务
目标更严格、严谨、清楚及更实际。
为了推展信托单位并满足投资者和
国民投资公司的需求，介绍新投资计
划『ASN Equity 5』 及『ASN Sara
2』。该局亦于是日为投资者办理开
设户口手续。(图13)
(图 13)

23. 『企业贷款融资及银行商务服务』讲解会
24.10.2018大华银行(UOB)假本会二楼道赏堂举办『企业贷款融资及银行商务服务』讲解会，此讲
解内容乃政府担保中小企业无需抵押之银行贷款、Bizce+商务来往账户优惠、通过UOB Smart
Business即可浏览会计账务，人力资源与业务管理事务。
24. 『如何成功种植猫山王』农业讲座
16.11.2018本会农业组成功举办『如
何成功种植猫山王』农业讲座。
讲座会目的旨为让有关业者获取
宝贵经验，可以少走冤枉路，讲
座内容涵盖：开芭规划、土壤改
良、水资源规划、根系培养、良菌制
作、防虫技术、修枝剪叶及开花结
果。讲师为资深的猫山王榴莲种植专
家陈宏家老师。(图14)

(图 14)

25. 诗巫直飞亚庇航线落实，众志成城皆大欢喜
07.12.2018诗巫直飞亚庇航线成功落实，本会会长许修增博士通过报章发表文告，感谢所有付出努
力的人民、政府官员、土著商会等，展开签名请愿运动，要求相关部门关注和协助争取落实，这对
开发砂州经济以及砂州中区旅游事业来说是一剂强心针。
26. 新春慈善活动
26.01.2019本会分派2019年新春红包予卫理福儿院及慈善社疗养院，以兹同欢共庆新春佳节。
27. 与首席部长商业交流会
06.03.2019砂拉越首席部长拿督巴丁
宜阿邦佐哈里莅临诗巫并与诗巫各界
商翁假诗巫金地大酒店进行商业交流
会，交流会主题为『赋权砂拉越、非
寻常事务』，问题聚焦于关注州政府
如何协助诗巫的商界发展。(图15)

(图 15)

28. 创业中心开幕典礼
06.03.2019本会创业中心举行开幕典
礼，恭请砂拉越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
阿邦佐哈里为主宾并主持开幕典礼。
受邀出席嘉宾尚有本会永久名誉会
长、名誉会长、SBF、诗巫省华团、
友族团体及本会属下全体途商公会出
席观礼。(图16)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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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里 中华 总 商 会
04.04.2018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秘书长卢耀喜
及公共关系主任沈炎龙应邀出席由美里
省公署举办的"首相与民共进晚宴"。

12.04.2018

美里中总青商团与砂拉越电子商务公会
成功联办"社交网络营销工作坊"。(图：1)

13.04.2018

本会青商团和iPay88私人有限公司联办
"协助注册成为电子支付使用者"免费说
明会。(图：2)

14.04.2018

美里中总与古晋CanHOPE联办"社区健
康意识讲座"。(图：3)

18.04.2018- 美里中总青商团团长谢家威及副团长杨
19.04.2018
睿蓉参与中总青商团赴印尼雅加达代表
团。(图：4)
25.04.2018

美里中总税务及法令主任贝勇寰出席由
美里市政局举办的"美里手工艺品中心
展览"。

25.04.2018

美里中总第二副理事长林昌陞、教育主
任宋志强、理事刘汉平、沈庆贵、江
荣、青商团副财政林小粦和执委林秋礼
应邀出席由美里省公署举办的"和谐之
夜-团结就是力量"活动，主宾为砂拉越
首长。

26.04.2018

美里中总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教育主
任宋志强、福利主任蒋子贤和公共关系
主任甲必丹沈炎龙出席由砂拉越社团注
册局举办的交流会；美里中总亦获得该
局特别颁发"注册成立逾59年"的荣誉证
书。(图：5)

06.05.2018

美里旧区店屋基金管理委员成功举办
"美里旧区店主联谊晚宴"，获得拿督巴
丁宜丹斯里陈康南医生、砂旅游、艺术
及文化部助理部长拿督李景胜、拿督陈
超耀、市长俞小珊、美里中总理事会和
会员逾500人的出席响应。(图：6)

07.05.2018

在美里中总名誉会长拿督沈福源及理事
会的陪同下，理事长李开运召开小型记
者会，向商家推介中总中小企业组兼
税务组主任孔令龙所撰写的文章-《废
除消费税可行吗？》。(图：7)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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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2018

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一行5人礼貌
拜访美里中总，获得理事会的接
待。(图：8)

17.05.2018

在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的率领
下，理事会应邀出席由印尼驻古
晋总领事馆举办之"商业联谊晚宴
"。(图：9)

23.05.2018

美里中总和Maybank富丽华分行
联办"QR Pay电子支付功能暨中小
型企业融资贷款"分享会。(图：10)

25.05.2018

美里中总理事谢家威和青商团执
委赖康扬出席由砂国际贸易及电
子商务部举办之"中小型企业参与
数字自由贸易区(DFTZ)"讲座。

25.05.2018

美里中总理事谢家威、青商团执
委菲欧娜李和赖康扬出席由砂国
际贸易与电子商务部举办的"数字
化时代的商业模式"论坛。

16.06.2018

美里中总理事会在理事长李开运
的率领下，于开斋节次日组团向
马来领袖贺年。 (图：11)

07.07.2018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第三副
理事长杨河威、秘书长卢耀喜以
及公共关系主任甲必丹沈炎龙应
邀出席由马来公会举办的"开斋节
开放门户"，主宾为砂拉越首长。

07.07.2018

美里中总与新加坡斐瑞医院举办"
专家医生见面会"。(图：12)

07.07.2018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和理事会
应邀出席"美里市政局13周年庆祝
活动"，主宾为砂拉越首长。

16.07.2018

大马国家银行古晋分行代表礼貌
拜访美里中总，获得理事长李开
运、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秘书
长卢耀喜、副秘书长张经强、福
利主任蒋子贤、公共关系主任甲
必丹沈炎龙、工业及人力主任林
启钦和理事谢家威的接待。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13)

19.07.2018

在美里中总青商团团长谢家威的
率领下，青团执委赴吉隆坡出席
"2018年中总第七届青商大会"。
(图：14)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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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8

在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的率领
下，美里中总理事会及青商团赴吉
隆坡出席"中总第72届常年会员代表
大会"；理事长李开运获选蝉联中总
副总会长职。(图：15)

27.07.2018

本会与马来西亚工业发展金融公司
(MIDF)举办"了解政府为制造业及服
务业所提供之各项融资配套及援助
计划"讲解会。(图：16)

05.08.2018

西连中华商会礼貌拜访美里中总，
与美里中总理事会作出交流。

(图 15)

(图 16)

(图：17)

06.08.2018

CTOS机构礼貌拜访美里中总，获得
理事长李开运、第三副理事长杨河
威、秘书长卢耀喜、财政沈顺展及
公共关系主任甲必丹沈炎龙的接
待。

08.08.2018

美里中总两位婚姻注册官蔡明建和
张经强，在会所为16对新人主持婚
姻注册仪式。(图：18)

10.08.2018

美里中总与陈老师猫山王苗场联办
《种植榴梿有"钱"途》讲座。

23.08.2018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福利主任
蒋子贤、理事陈珍良、邓汉祥、蔡
全贵、杨睿蓉、青商团财政杨俊
能、赖康扬和江爱敏应邀出席由中
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举办的"慰侨晚宴
"。(图：19)

26.08.2018

美里中总青商团成功举办"Copy and
Paste FB营销策略"速成班。(图：20)

31.08.2018

在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的率领
下，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副秘书
长张经强、教育主任宋志强、福利
主任蒋子贤和理事刘汉平出席由美
里省公署举办的"庆祝国庆日茶会
"，主宾为砂元首。

03.09.2018

砂拉越会议局(SCB)礼貌拜访美里
中总，获得理事长李开运和公共关
系主任甲必丹沈炎龙的接待。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21)

06.09.2018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公共关系
主任甲必丹沈炎龙和青商团执委赖
康扬假会所接待国油油站业者。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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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018

美里中总财政沈顺展、理事江
荣、叶馥兴、青商团副秘书李
国良、青商团财政杨俊能出席
由证券工业发展机构(SIDC)举
办的精明投资入门讲座。

08.09.2018

美里中总福利主任蒋子贤和青
商团财政杨俊能出席由证券工
业发展机构(SIDC)举办的精明
投资讲座。

09.09.2018

中总副总会长兼美里中总理事
长李开运，代表中总到中国广
州参与"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
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
交流会"，作为马来西亚代表
发言，发言主题为："一带一
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与东
盟开展合作。

15.09.2018

由砂中总主催、美里中总与
Priority One Tax Services Sdn Bhd
成功联办"销售及服务税"讲
座。(图：22)

22.09.2018

美里中总和Axiata数码有限公
司成功联办"Boost电子钱包"讲
座会。

27.09.2018

大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MITI)
礼貌拜会美里中总，获得秘书
长卢耀喜和理事会的接待。

(图 22)

(图 23)

(图：23)

29.09.2018

中总副总会长兼美里中总理事
长李开运赴雪兰莪出席"2018
中总脑力激荡营"。

06.10.2018

在砂中总的安排下，美里中总
与大马数码经济机构(MDEC)
举办"电子企业家课程"。

(图 24)

(图：24)

03.10.2018

美里中总与古晋CanHOPE联办"
健康与财富"午餐讲座。

08.10.2018

美里中总秘书长卢耀喜在理
事刘汉平、会员蔡长城和蔡
高周夫妇的陪同下，出席由人
力资源部属下砂劳工局举办的
"外劳课题交流会"；并呈交备
忘录予人力资源部部长古拉
(YB Tuan M. Kula Segaran)。
(图：25)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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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8

美里中总福利主任蒋子贤、理事张建
煦、杨睿蓉、青商团执委许爱妮、林
秋礼、赖康扬和会员江成化出席"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MITI)与美里企业交流
会"。(图：26)

10.10.2018

美里中总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 应邀出
席"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MITI)副部长
王建民博士交流午宴"。

15.10.2018

科廷大学3位教授礼貌拜访美里中
总，与理事长李开运、秘书长卢耀喜
和理事谢家威交流"如何成为砂拉越成
功电子企业家"的课题。

17.10.2018

美里中总公共关系主任甲必丹沈炎龙
出席由美里省公署召开的"砂拉越旅游
活动计划"会议。

18.10.2018

美里中总9位代表即名誉会长拿督沈
福源夫妇、名誉顾问沈汉光夫妇、第
一副理事长李春森夫妇、会员陈联保
夫妇及助理秘书冼燕燕飞往澳门参与
"2018年第15届世界华商高峰会议"。

(图 26)

(图 27)

(图：27)

26.10.2018

Bank Rakyat代表礼貌拜访本会，获
得理事长李开运、第三副理事长杨河
威以及秘书长卢耀喜的接待。

02.11.2018

美里中总响应中总邀请，在面 子 书 主
页直播视频"黄隽斌财汇说2019年财
政预算案"。

05.11.2018

美里中总第一副理事长李春森 和教育
主任宋志强代表出席美里教育基金会
"2018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

09.11.2018

美里中总与陈老师猫山王苗场 联办"成
功种植猫山王"讲座会。

12.11.2018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古晋分行) 礼 貌 拜
访美里中总，与理事长李开运、第
一副理事长李春森、秘书长卢耀喜、
副秘书长张经强、财政沈顺展和理事
谢家威交流美里商业活动、2019年展
望、经营成本变化以及劳工和融资等
课题。(图：28)

14.11.2018

在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的率领下，
美里中总与民都鲁中总组团赴西马参
观征阳城、厦门大学、与霹雳中总和
槟州中总交流 (图：29)

(图 28)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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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018

美里中总公共关系主任甲必丹沈
炎龙、税务及法令主任贝勇寰及
理事陈珍良出席由美里市政局召
开的"美里停车位合同审核会议"。

06.12.2018

美里中总与大马内陆税收局美里
分局成功举办"自愿申报特别计划"
讲座。(图：30)

07.12.2018

美里中总青商团和Priority One Tax
Services Sdn Bhd联办"2019年财政
预算案"讲座。(图：31)

16.12.2018

美里中总设宴款待中国烟台访问
团，砂旅游、艺术及文化助理部
长拿督李景胜亦应邀出席。

(图 30)

(图：32)

27.01.2019

美里中总青商团和美里兰卑尔狮
子会联办捐血活动。

29.01.2019- 美里市政局与美里中总联办"2019
04.02.2019
年缤纷市集"共7天6夜。(图：33)
02.02.2019

美里市政局与美里中总联办"2019
年缤纷市集开幕礼"，主宾为拿督
李景胜，同时邀请各政党领袖担
任受邀嘉宾。

05.02.2019

美里中华总商会举办新春大团
拜，各种族同胞及政府官员皆出
席同庆。

06.02.2019

美里中总理事会与青商团在理事
长李开运的率领下，组团向砂旅
游、艺术及文化部助理部长拿督
李景胜及数位理事贺年。

08.02.2019

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拿督沈
桂贤伉俪，在拿督李景胜、拿督
陈超耀及美里市长俞小珊的陪同
下，亲临美里中总贺年；获得理
事长李开运、名誉会长拿督沈福
源、理事会及青商团的接待。

(图 31)

(图 32)

(图：34)

21.02.2019

美里中总理事谢家威、江荣以及
青商团执委赖康扬出席由马来西
亚国家银行举办之"中小型企业在
贷款融资面对的挑战"对话会。

22.02.2019

在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运的带领
下，理事会及青商团赴古晋出席
"砂中总新春晚宴暨庆祝马中建交
45周年"，主宾为砂首长。

(图 33)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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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2019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
运、秘书长卢耀喜、
青商团团长谢家威、
副团长杨睿蓉和青商
团财政杨俊能赴古晋
参与"砂中总脑力激荡
工作营"。

25.02.2019

美里中总理事长李开
运、公共关系主任甲
必丹沈炎龙和理事谢
家威与砂拉越会议
(SCB)代表进行交流。

27.02.2019

砂中总会长兼美里中
总理事长李开运与砂
中总理事会赴吉隆坡
拜会我国财政部长林
冠英及呈上备忘录，
国内贸消部副部长张
健仁及林思健上议员
亦参与有关会面。

(图 35)

(图：35)

05.03.2019

11.03.2019

美里中总公共关系主
任甲必丹沈炎龙、税
务及法令主任贝勇寰
和理事江荣代表出席
由马来西亚航空委
员会(MAVCOM)举办的"
内陆航空服务(RAS)简
述会"。

(图 36)

美里中总设宴款待泰
国大使馆属下商务事
务局代表，探讨美里
与泰国的贸易潜力。
(图：36)

17.03.2019

美里中总在会所召开"
常年会员大会"。

(图 37)

(图：37)

21.03.2019

美里中总与大华银行
成功联办"SJPP-UOB Biz
Money"交会。(图：38)

26.03.2019

美里中总副秘书长张
经强和财政沈顺展陪
同砂旅游、艺术及文
化部助理部长拿督李
景胜和美里省长慕斯
达法视察双溪都九关
税局关卡。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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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都 鲁中 华 总 商 会
29/4/2018

会长张文财受邀出席民都鲁福
州公会假世界餐厅举办的2018
至2020年度理事会37届、青年
团第22届、妇女组第15届及鹤
龄组第12届就职典礼晚宴。

16/6/2018

本会部分理事出席首席部长阿
邦佐哈里假古晋举行的2018年
开斋节开放门户。(图: 01)

23/6/2018

本会教育组在本会叶绍辉礼堂
与马大升学辅导组以及Uni Enrol
联办"砂拉越民都鲁升学咨询与
辅导讲座"。(图：02-03)

(图 2)

本会教育组在本会叶绍辉礼堂
举办"2018年SPM华文试卷作
答技巧分享与交流会"，当天共
有12位理事包括名誉会长以及
295位的学生包括老师出席。

(图 4)

30/6/2018

(图 1)

(图 3)

(图 5)

(图：04-05)

30/6/2018

本会部分理事出席省公署
Perkarangan Masjid Darul Makmur
Jepak举行的2018年开斋节开放
门户。(图：06-07)

3/7/2018

砂拉越民都鲁省华人社团联合
会受华人民共和国驻古晋总领
事馆所托，假New World Suite举
办慰侨座谈会与晚宴，由财政
吴芳融代表出席。(图：08)

7/7/2018

会长张文财受邀出席民都鲁福
建公会假世界餐厅大酒家举办
【2018-2019年理事会、青年
团、妇女组、乐龄组就职典礼
暨敬老会晚宴】。

18/7/2018

19/7/2018

天猛公拿督叶绍辉召集SCCI会
员、华总及商会及各大企业代
表假Parkcity Everly Hotel召开会
议，商讨首席部长来民都鲁会
见人民接待事宜，本会由财政
吴芳融代表出席。(图：09-10)
马中总青商团假吉隆坡时代广
场酒店举办"2018年马中总第
七届青商大会"，本会共有9位青
商团团委出席参与。

(图 6)

(图 8)

(图 9)

(图 10)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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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7/2018

22/7/2018

28/7/2018

3/8/2018

马中总假吉隆坡举办隆雪中
总114周年会庆晚宴及中总
72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本
会会长张文财、理事叶乃光
及江昌文以及9位青商团团
委代表出席。(图：11-14)

(图 11)

(图 12)

民都鲁长虹文娱社假民都鲁
豪华大酒楼举办第25届
(2018)年友邦少年儿童华语
歌唱精英邀请赛晚宴，由社
会与福利主任游祖明代表出
席。

(图 13)

(图 14)

省公署邀请本会理事出席假
民众会堂举办的2018年民都
鲁市政厅计划活动，本会会
长张文财、刘会鹏、陈炳银
及甲必丹方友龙代表出席。

(图 15)

(图 16)

配合砂中总2018年度常年会
员代表大会在民都鲁举行，
本会假Golden Bay Hotel举
办欢迎午宴，并於晚上七时
假Kemana Plaza Hotel举办43
周年会庆晚宴，主宾为马中
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
业，当晚共席开57桌，场面
热闹。(图：15-25)

4/8/2018

砂中总假Golden Bay Hotel举
办2018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
会，本会共有10位正式代表
出席，其余则列席参与大
会。(图：26-28)

21/8/2018

本会假苹果餐厅召开43周年
会庆暨砂中总2018年度常年
会员代表大会筹委会解散会
议，并举行慰劳宴，由筹备
会主席江昌文宴请。

22/8/2018

20/9/2018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会长张文财受邀出席民都鲁
省咖啡酒餐商公会假豪华大
酒楼举办《创会29周年及会
员联欢晚会兼第十五届理事
会就职典礼暨颁发第27届黄
罗赛英女士会员子女内外孙
奖励金》。
本会商务组在本会叶绍
辉礼堂举办"销售及服务
税(SST)"讲座，当天共有
190位出席者。(图：29)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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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018

会长张文财前往古晋出
席中国领事馆中国国庆
招待会。

29/9/2018

社会福利主任游祖明代
表出席省公署2018年第
十四届婆罗洲国际风筝
节开幕典礼。

4/10/2018

会长张文财出席Petronas
假民众会堂举办的《中
小学创意比赛颁奖典
礼》。

6/10/2018

本会举办一项【种植榴
莲有"钱"途讲座】，共获
得110位商家出席聆
听。(图：30)

9/10/2018

16/10/2018

本会受州议员周政新邀
请，委派两位代表陪同
国际贸工部副部长前往
参观SAMALAJU工厂，由
会长张文财及工业主任
江昌文代表出席。
Jurutera Perunding Wahba
Sendirian Berhad来访本
会，并针对民都鲁未来
发展课题进行交流，出
席者包括3位名誉会长以
及11位理事。(图：31)

(图 29)

(图 30)

(图 31)

(图 32)

18-20/10/2018 本会一团13人在会长张
文财率领下前往澳门出
席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
商高峰会。其中8位理
事参与了10月20日至25
日的会后旅行。
(图：32-34)

27/10/2018

本会教育组於上午十时
卅分在三楼会议厅举办
"2018年度教育奖励金颁
奖典礼"，共有十一位得
奖者，全部奖金RM
1530 及大学奖牌悉数由
会长张文财伉俪报效。
出席者包括名誉会长
邦曼查拿督卓昭平博
士、11位理事及青商团
团委以及15位学生及家
长出席。(图35-36)

(图 34)

(图 35)

(图 36)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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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18

砂拉越工商总会邀
请砂首长来民举办
午餐交流会，本会
购买三桌，共有27
位理事及团委出
席。(图：37)

3/11/2018

会长张文财出席
Serba Dinamik假民
众会堂举办的《25
周年庆典》。

10/11/2018

民都鲁中华公学邀
请 本 会 出 席 该
校100周年晚宴，
本 会 购 买 一 桌
(RM3000)，共有
10理事出席。

14-16/11/2018 本会与美里中华总
商会一团27人前往
槟城及怡保参观
Sunsuria Property及
厦门大学等。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图 37)

(图 38)

(图：38-43)

27/1/2019

5/2/2019

本会於下午三时卅
分在本会叶绍辉礼
堂召开第廿三届
(2019-2020年度)
常年会员代表大
会，同时进行新届
理事选举，并顺利
选出25位初选理
事。大会后假金苹
果餐厅宴开7席招
待与会者，由卸任
会长张文财宴请。
本会会长叶绍良趁
华人新春邀请理事
到其府上拜年。

(图 41)

(图 43)

(图：44)

10/2/2019

理事江洋光邀请理
事到其府上拜年，
共庆新春佳节。

13/2/2019

副会长甲必丹方
友 龙 邀 请 理 事
到其府上拜年，
共庆新春佳节。

(图 40)

(图 39)

(图：45)

(图 44)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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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部分理事在
会长叶绍良率领
下出席参与民都
鲁发展局、The
Spring及华总假
民都鲁The Spring
联办的2019年新
春大团拜。
本会理事受邀出
席拿督斯里张庆
信太平局绅假民
众会堂举行的"民
主进步党暨民都
鲁区国会议员已
亥年新春开放门
户大团拜"。

(图 45)

(图 46)

(图：46)

22/2/2019

本会部分理事出
席砂中总假古晋
希尔顿酒店举行
的新春晚宴暨庆
祝马中建交45周
年。(图：47-48）

23/2/2019

本会理事叶赋
轩、胡文泰及
张长进参加砂中
总脑力激荡工作
营。

30/3/2019

诗巫中华总商会
假诗巫晶木大酒
店举办【第26届
（2019-2020年
度）理事及第二
届青商团团委就
职典礼】，本会
出席理事有副会
长江昌文、甲必
丹方友龙博士夫
妇许明忠、张孟
文、叶赋轩夫妇
及张长进。

(图 47)

(图 48)

(图：49)

(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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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 里 街 中华 工 商 总 会
1. 2018年4月22日召开会员大会。(图1)
2. 2018年7月19日至20参加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2018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者有会长刘育平、理
事黄勒倡。(图2、3、4)
3.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参加民都鲁中华总商会43周年庆典晚宴。出席者有会长刘育平、理事林典
扬、刘仁龙、钱功添、黄祥洲、黄勒倡、黄芝盈、黄仕进和执行秘书黄碧凤。(图5、6)
4. 2018年8月4日(星期六)参加砂中总2018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者有会长刘育平、理事林典扬、
刘仁龙、钱功添、黄祥洲、黄勒倡、黄芝盈、黄仕进和执行秘书黄碧凤。(图7)
5. 2018年9月5日(星期三)早上9时泗里街狮子会在YES KITCHEN餐厅二楼主办社会保险说明会。出席者有
会长刘育平、理事黄祥洲和执行秘书黄碧凤。
6. 2018年9月27日(星期四)晚上7点，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招待会。代
表出席者有会长刘育平。

(图 1)

(图 2)

(图 5)

(图 3)

(图 4)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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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旁晚6时正在鱼虾蟹海鲜楼举办中秋晚会即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UPSR得奖
者有3位，PMR得奖者有6位，SPM得奖者有10位，总共有19位得奖。同时也拨款赞助办学经费给民立
中学RM10000。出席者有一百位左右。(图8、9)
8. 2018年10月18日至10月20日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商高峰会。出席者有会长刘育平、理事林典扬、黄
勒倡、黄芝盈、张昌健、刘世刚、熊诗德。(图10)
9. 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参加砂拉越中华总商会新春晚宴暨庆祝马中建交45周年。出席者有会长刘育
平、理事黄良明、林典扬、钱功添和黄勒倡。(图11)

(图 7)

(图 9)

(图 8)

(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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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帛中华总商会
1. 加 帛 中 华 总 商 会 于
2018年4月23日，捐
赠总值1000令吉的
食用品予遭火患烧毁
家园的长屋灾黎，邀
请加帛武吉哥朗州议
员杰弗生查米(右八)
移交灾黎代表。左七
起是秘书林光赐及会
长甲必丹林咸宾。
(图 1)
(图 1)

2. 加 帛 中 华 总 商 会 于
2018年5月31日，响
应中央新政府的号
召，捐出5000令吉
予大马希望基金，这
是加帛省内首个响
应政府号召的非政府
团体。会长甲必丹林
咸宾(中)与理事展示
捐款支票。(图 2)

(图 2)

3. 加 帛 中 华 总 商 会 于
2018年11月24日，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
良奖励金。颁奖嘉
宾和出席领奖的学生
合影。坐者右三是会
长甲必丹林咸宾及右
四为筹委会主席甲必
丹张添财。(图 3)

(图 3)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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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胶 中华 总 商 会
本会于2019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举办2019会员大会与新春团拜晚宴

1. 永 久 名 誉 会 长
陈文添移交新春
红包RM2000，
由会长梁建立接
领，左一为秘书
长郑仲评，右一
为第一副会长陈
昭宇见证。 (图 1)

(图 1)

2. 全体理事和主宾、
贵宾合影。 (图 2)

(图 2)

3. 赠送纪念品予主宾
Y.B. Yussibnosh
Balo。(图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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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连中 华 商 会
1． 本商会的代表们（正式代
表：赖招良、刘道生、蔡
传育；观察员： 拿督斯
里曹华生、张国林、许孝
忠与郑和进）出席了砂
拉 越 中 华 总 商 会 之
4/8/2018在民都鲁举行的
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第二天（5/8/2018）本商
会一行人先后访问了：石
山中华商会、实务的中华
商会以及美里中华总商
会。对三个兄弟商会的交
流访问中，进行了广泛
的交流，促进了相互间的
了解。
2.

中国总领事馆一行人品
尝了榴櫣等一些热带水
果；同时在本商会及华团
代表们陪同下，到当地小
贩市场走走看看；及后，
大伙儿于民众会堂共进午
餐；宾主交流甚欢。

4.

• 西连中华商会一行人获得石山中华商会理事们的盛情接待；此乃宾
主摄于午餐交流会的场景。

本 商 会 受 委 托 于
31/07/2018召开了省内所
有华团的代表联席会议，
即做好准备，以便迎接中
国驻古晋领事馆程广中总
领事的到访。
本 商 会 顺 利 成 功 于
11/08/2018组织及召开了
"西连省华人社团的代表
和中国总领事程广中与其
团队之间的交流座谈
会"。

3.

(图 1)

接获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的安排，于14/09/2018
（五）7PM假西小综合大
礼堂举办了由CindyLim
负责主讲的"SST说明
会"。
移交2018及2019的常年
赞助金各10000令吉给西
连民众中学；另外拨款
3000令吉作为该校50周
年校庆赞助金。

(图 2)

•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程广中 率领馆内各领事或参赞访问西连，和西连
省所有华团代表们座谈交流；图示交流座谈会现场：左边是中国领事
馆成员，右边则为西连省的代表们。
5.

本商会理事赖招良、张国林、许孝忠与职员郑和进及紫涵阁德育
班的导师蔡丽珠、邱惠思出席了11/10/2018（星期四）
9.30am--- 1.30pm，假古晋皇冠天阁举行，由晋汉连华总主
导的"第七届砂拉越文化论坛研讨会系列活动之三 --- 中华民俗
美食品茶会"。
此项民俗美食品茶会，除了各种中华糕点美食之外，有华服社社
员藉着中华经典教育概念，展示各种汉服以及演绎诸如古圣贤教
诲种种戏剧，还有相关团体演绎的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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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