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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以电子书形式出版 2022 年第一期的理事会资讯。此刊物将定期更新有关理事会的最新动

向及消息，并提供马中两国贸易和投资资讯。这期的理事会资讯重点收录了执行董事与总执行长的致辞、《中国东

盟商界》专访拿督斯里张庆信内容摘要、迈入一个更加智能、安全、与互联的马来西亚–促进电动汽车、5G 和电

子行业数字化的举措，与马来西亚无人机技术腾飞而起等。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欢迎读者给予任何反馈与建

议，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cbc@mcbc.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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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汇报 

 

赋予马来西亚投资环境新力量 

随着 2022年的到来，让我们冀望我国在

今年得以全面开放边境以及恢复双边经

贸。在大马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下，

新冠肺炎已经得到控制，也实现了 97.9% 

的成人疫苗接种率，为我国的经济恢复

铺平了道路。此外，随着《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 3 月

18 日生效，大马将扮演着进入东盟市场

的区域性关键角色；而在国际舞台上，

大马因有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CPTPP）和许多其他的贸

易协议，促使大马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

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的数

据，大马持续展示了其经济实力和有利

的投资环境。在 2021年 1月至 9月期间

所批准的总投资价值为 1,778 亿令吉，

预计能创造 79,899个就业机会；外国直

接投资（FDI）方面占了获批总投资的

60%，即 1,061亿令吉；而新加坡、中国、

奥地利、日本和荷兰则是我国排名最靠

前的外国投资。在我国，电气和电子产

品行业（E&E）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行业，

从 2021年 1月至 9月成功吸引了 643亿

令吉的总投资。此外，2021 年也是产业

和企业加速数字化的一年，马来西亚将

继续通过吸引高科技投资和革新工业与

商业来迈向技术先进国家。 

 

以下便是马来西亚致力于以数字化转型

推动国家产业走向经济复苏的几个例子。 

 

提振贸易与投资 

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的恢复以及对电气

与电子商品产品的高需求，马来西亚的

贸易有望持续其增长趋势。同时，马中

商务理事会将会致力在 RCEP的框架下加

强马中两国的双边贸易，为马来西亚带

来更多新时代的商业机会。 

随着马来西亚边境于 2022年 4月 1日对

国际旅客重新开放，旅游、航空、零售

和消费相关行业将得到高强度的经济提

振。尽管中国边境仍未开放，但国际边

境的重新开放标志着亚太地区经济复苏

的积极前景。数字科技以及通过创新技

术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更是推动亚洲经

济增长的一大关键。由于中国也积极探

索本土以外的市场，因此马中发展将不

仅仅是促进贸易，更是能促成科技与技

术上的交流和转让。 

马中商务理事会正积极与企业和政府合

作，为本地与中资企业扩大业务范围。

高科技发展势必成为马来西亚下一个经

济增长时代的动力，实现国家数字化转

型的计划在第十二大马计划和 2022年预

算案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采取

强有力的举措，在学术界、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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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转让机制，

以加速从创新到商业化的进程。在可持

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框架下，技术将成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马中商

务理事将致力于透过点燃民众的创业精

神和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来促进马中两

国关系，以探索未来无限的经济与商业

机遇。 

 

携手迈进  

马中商务理事会积极建立马来西亚和中

国之间更强大的联系。在疫情之前，马

来西亚是 2019年 330万游客的首选旅游

目的地之一，也是 16,000名中国学生追

求学术梦想的教育目的地。 

 

 

 

 

此外，马来西亚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

的金融系统、七个国际机场和高度一体

化的海港，与拥有区域和全球贸易紧密

网络，让其成为了中国进入东盟的首选

门户。 

2022 农历新年悄然而至，马中商务理事

会将继续作为加强马中两国政府、企业

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正如马来西亚

《2030 年共享繁荣愿景》和中国共同富

裕的国家议程中所强调，马中商务理事

会也期待马中两国在今年实现共同繁荣，

取得两国经济与外交上更大的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拿督杨德胜局绅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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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汇报 
 

展翅高飞的 2022 年 –  

链接马来西亚与中国 

2021 年对马来西亚来说是艰难的一年； 

然而，我们马来西亚人在团结起来迎接

逆境和挑战时，展现出了我们的韧性和

坚韧。我国将继续坚定前行，以应对全

球经济充满多变的挑战。马中合作则继

续保持稳固和增长， 与 2020 年同期相

比，2021 年前 9 个月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了 24.7% 至 3041亿令吉，这印证了两

国之间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  

今年对马来西亚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第

十二大马计划将推动国家目标的长期战

略，带动国家经济更上一层楼。另外，

《2021-2025 国家贸易大蓝图》将提升

马来西亚的贸易竞争力，《2021至 2030

年国家科学、工艺及革新政策》(DSTIN) 

能促进高科技经济发展生态系统。于今

年 3月 18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将

让马来西亚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扩大经

济增长机会。  

实施这些政策和其他战略展现了马来西

亚各部门、机构和商界之间的共同努力，

为来年的可持续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凭借强大的马中纽带，两国可以通过更

坚实的伙伴关系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和共同繁荣的前景。这不仅有利于马来

西亚、中国和东盟，整个世界都将从中

受益。 2022 年，让我们携手前进，共

创美好未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泰康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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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商界》专访拿督斯里张庆信 

马来西亚首相特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兼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

里张庆信接获《中国东盟商界》的邀请，

作为该杂志的封面人物。面对记者的访

问时，畅谈自己出任对华特使一职的心

路历程、政策见解与规划。 

该专访刊登于《中国东盟商界》四月刊，

详细记录了拿督斯里张庆信如何在疫情

之下，通过“云外交”的方式与中方领

导人维持对话与交流，巩固马中双边双

赢合作关系与模式。 

 

内容摘要 

首相对华特使是马来西亚政府于 2011年

首次设立的正部长级官职，肩负促进马

中两国双边关系、加强两国经贸投资，

及协调重要马中官方事务的重任。 

拿督斯里张庆信受访时表示，企业、投

资者、经济贸易往来、经商投资政策互

通等方面是强化马中两国合作关系的关

键要素。另外，中资企业也常在我国遇

到语言及文化差异，尤其是在相关政府

部门办事的沟通问题，因而造成申请执

照与签证的过程不顺利。 

 

 

疫情限制了马中两国人员的往来，拿督

斯里张庆信坦言无法出访中国进行实地

考察与面对面进行实体会议交流确实造

成不便。他认为，有些问题若能通过实

体考察与当面沟通，将能够帮助掌握准

确讯息与迅速寻得解决方案。庆幸的是，

两国人员仍透过云对接、云签约等线上

方式，让马中商务贸易合作对接不至于

完全停摆。 

拿督斯里张庆信期待马中两国恢复往来

后，尽快亲临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考

察，以协助大马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发展。

另外，他也期待到中国各地考察中国农

村振兴和扶贫措施，以探讨马来西亚如

何高效落实脱贫。 

拿督斯里张庆信坚守“双边双赢”信念，

并时时敦促工作伙伴在协助处理中资企

业问题时要有“售后服务”理念，如此

才能让中资企业长久留在马来西亚，甚

至推荐其他企业来马投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内容摘自《中国东盟商界》杂志，原版全文请参阅

《中国东盟商界》2022 年 4-5月|第 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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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一个更加智能、安全、与互联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促进电动汽车、5G 和电子行业数字化的举措 

 

2021 年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个充满挑战的

一年；尽管如此，它亦加速了马来西亚

的科技发展。政府已经拟定相关政策和

举措，冀盼2030年将马来西亚转型为高

收入科技国。这些措施将于2022年发挥

作用，成为推动马来西亚达成目标的催

化剂。  

随着科学、工艺及革新部（MOSTI）正

式推介《2021 年至 2030 年国家科学、

科技和革新政策》（DSTIN），为马来

西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和方

向。另外，第十二大马计划（RMK12）

和马来西亚 2022年财政预算案也加强了

对科技转型的重视，以促进工业增长和

改善人民的社会福祉。若无经济与社会

因素干扰，企业可在 2022年关注以下即

将或已经出现在马来西亚的趋势与现象。  

 

电子化的未来：电动汽车 

特斯拉、比亚迪、小鹏、尼奥和许多电

动汽车正在席卷全球汽车行业。与此同

时，马来西亚政府紧抓趋势，在 2022年

财政预算案中建议实施全面豁免纯电动

车的税务，包括进口、销售税，以及汽

车路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ss citations. (2021) Budget 2022: EV gets 

boost from exemption of various taxes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

-citations/budget-2022-ev-gets-boost-from-

exemption-of-various-taxes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citations/budget-2022-ev-gets-boost-from-exemption-of-various-taxes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citations/budget-2022-ev-gets-boost-from-exemption-of-various-taxes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citations/budget-2022-ev-gets-boost-from-exemption-of-various-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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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家汽车政策》（NAP2020）

的推出旨在推动高能源效率交通工具

（EEV）的发展，包括混合动力汽车、

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截至

2021 年 6 月为止，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已经批准了总值 80亿令吉的投

资和超过 50 个 EEV 生态系统相关的项

目。2 

 

马 来 西 亚 马 来 进 口 商 和 贸 易 商 协 会

（PEKEMA）与马来西亚汽车、机器人和物

联网研究所（MARii）合作在 2025年完成建

立 1000 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 MARii 

 

尽管该政策仍处于完善化的阶段，但依

旧为电动汽车行业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该政策得以促进马来西亚绿色与低

碳技术的发展，并创造高技能绿色工作。

这项努力受到各界人 3 士的欢迎，尤其

是 i-models 和 MINI 高端电气化汽车的

主要供应商 —— 马来西亚宝马集团。  

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如尼奥、小鹏、比亚

迪和长安汽车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个绝

佳的时机。该政策可能是这些电动汽车

巨头进入马来西亚汽车市场的催化剂，

成为其豪华的欧洲同行、宝马 I 型和保

时捷 Taycan的可负担替代品。  

目前，马来西亚和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

的合作已经取得显著进展。长安汽车公

司和马来西亚本地企业 Fieldman EV 

Sdn. Bhd.合作投资了 10 亿令吉，在马

六甲设立马来西亚第一家电动汽车组装

厂，以开发完全拆解（CKD）的本地组

装电动汽车。3     根据 2022 年财政预

算案，这些汽车可以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百分之百的税务豁免。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更明确的电动汽车

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将有效提高我国

投资，使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优异的电

动汽车区域中心。  

 

5G就绪  

马来西亚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服务

（5G）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上线，预计

2022 年底达到覆盖率百分之四十，2023

年百分之七十。国有企业 Digital 

Nasional Berhad（DNB）致力提供高速、

超低延迟且价格实惠的 5G服务，为新兴

科技如 IoT（物联网）、A.I.（人工智

能）、自动驾驶、AR/VR（增强/虚拟现

实）创造环境。 

根据爱立信与国际数据公司（IDC）发

布的“为数字大马建设 5G基础”白皮书，

5G 将加速实现 210 亿令吉的国家数字网

络计划（JEND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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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5G 将为马来西亚的 GDP 贡献 85

亿令吉。 

---- 大马经济研究院 

 

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和企业已经准备好迎

接 5G世界。 

 消费者 – 5G 设备变得越来越普遍

化且可负担。5G 手机的市场覆盖率

预计将在 2025 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一

点三。 

 企业 – 5G 连接将促进云端、人工

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实施。

政府、企业和客户之间的生态伙伴

关系将加速实现 5G前景。 

除了提供更快的下载速度，5G 的可能性

无可限量。举例而言，宝腾（Proton）

和明讯（Maxis）宣布合作将丹绒马林

汽车城（Proton City）发展为模范智

慧城市，为其汽车制造厂提供 5G物联网

创新和解决方案。
4
  此外，大马政府与

各行各业密切合作推动 5G技术，旨在加

强全国范围内的连接，以实现国家数字

经济的目标，使马来西亚晋升成为一个

完全先进化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政

府提供丰厚的激励措施，以鼓励高产值

活动自动化和数字化。 

  

东方硅谷 

目前，全球仍在经历芯片短缺的问题；

马来西亚占了全球半导体贸易总额的百

分之七，以及全球后端组装测试和包装

能力的约百分之三。5 

 
电子与电气产业占马来西亚出口的百分之

四十，2021 年首八个月的贸易总额高达

4770 亿令吉......"  

        ----- 首相署（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MIDA. 2021. 

https://www.mida.gov.my/malaysia-auto-

industry-tapping-on-new-areas-of-

opportunities/ 

3 Melaka to get Rm1 bln investment for nation’s 

first electric car assembly plant. 2021. Bernama. 

 

4 Proton and Maxis team up for major 5G use 

case deployment. 2021. 

https://www.maxis.com.my/en/about-

maxis/newsroom/2021/november/proton-and-maxis-

team-up-for-major-5g-use-case-deployment/  
 

5 MITI. 2021.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

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

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

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

on_(MSIA).pdf 

 

 

https://www.mida.gov.my/malaysia-auto-industry-tapping-on-new-areas-of-opportunities/
https://www.mida.gov.my/malaysia-auto-industry-tapping-on-new-areas-of-opportunities/
https://www.mida.gov.my/malaysia-auto-industry-tapping-on-new-areas-of-opportunities/
https://www.maxis.com.my/en/about-maxis/newsroom/2021/november/proton-and-maxis-team-up-for-major-5g-use-case-deployment/
https://www.maxis.com.my/en/about-maxis/newsroom/2021/november/proton-and-maxis-team-up-for-major-5g-use-case-deployment/
https://www.maxis.com.my/en/about-maxis/newsroom/2021/november/proton-and-maxis-team-up-for-major-5g-use-case-deployment/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on_(MSIA).pdf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on_(MSIA).pdf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on_(MSIA).pdf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on_(MSIA).pdf
https://www.miti.gov.my/miti/resources/Speech/Launching_Speech_YB_Datuk_Lim_Ban_Hong_Deputy_Minister_of_International_Trade_and_Industry_Launching_of_Malaysia_Semiconductor_Industry_Association_(M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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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十二大马计划》，电子和电气

产业预计将于 2025 年为我国 GDP 创造

1200 亿令吉，出口收入达到 4950 亿令

吉。然而，目前的产能仍然无法满足全

球半导体的需求。马来西亚半导体工业

协会（MSIA）表示，马来西亚的半导体

制造商正在满负荷运行，以供应汽车产

业的需求。6
 

位于马来西亚东方之珠--槟城的峇都交

湾工业园（BKIP）已经涌现了大量的投

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槟城就

被誉为“东方硅谷”，这一切都归功于

其蓬勃的电子与电气产业生态系统。 

槟城已发展成为先进制造业投资的首选目

的地。 

 

槟城拥有超过 350家跨国公司和 4000家

中小企业。全球十大半导体领先企业中，

就有三家企业把基地设立在槟城。目前，

峇都交湾工业园俨然成为了电子与电气

产业跨国公司和区域中心的聚集地，包

括美光、泛林、信泰电子、和博世等。  

 

 

2021 年 12 月，英特尔（Intel）宣布斥

资 300 亿令吉发展马来西亚半导体业务，

并于 2024 年开始投入生产。尽管 2021

年的新冠疫情严重，槟城的贸易出口总

额仍旧持续上升，2021 年 1 月和 2 月同

比增长达到了百分之十四。7 槟州政府

积极推动各种举措，旨在将槟城打造成

世界级的投资目的地。  

根据《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大蓝图》，数

字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为马来西亚最大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者，占了国家

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马来西亚向

来是东盟先进技术的领先国，现今的目

标则是成为高科技创新国。 

马来西亚需要发展大型国家项目，并以

公私合作的方式，作为推动投资和培养

人才的驱动力。工业 4.0 和其他转型技

术将继续成为 2022年的焦点，而马来西

亚已经准备好在这个数字经济时代大展

身手，从数字经济消费者晋升为数字经

济领导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Reuters. 2021. Malaysian chip makers still 

struggling to meet demand, association says.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malaysia

n-chip-makers-still-struggling-meet-demand-

association-says-2021-08-26/ 

 

7 Invest Penang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malaysian-chip-makers-still-struggling-meet-demand-association-says-2021-08-26/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malaysian-chip-makers-still-struggling-meet-demand-association-says-2021-08-26/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malaysian-chip-makers-still-struggling-meet-demand-association-says-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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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无人机技术腾飞而起

 

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是全球化趋势

的核心焦点。马来西亚正在通过探索新

兴技术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和区域

技术中心的地位，以此推动经济转型。 

 

无人机技术（dronetech）是新兴技术

之一，并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机遇。根据

无人机市场研究公司 （Drone Industry 

Insights）的《2021-2026 年全球无人

机市场报告》，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可

在 2026年达到 413亿美元，复合年均增 

 

 

 

长率为 9.4%。随着物联网（IoT）、人

工智能（AI）和大数据的出现，无人机

技术的应用已不只停留在航拍和花式灯

光秀，其在石油和天然气、农业、能源

和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长。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相

互融合，拓展了无人机在多个行业的应

用，如在建筑工地的现场监控、农药喷

洒、安防监控及灾害防治等。去年十二

月，马来西亚善用无人机技术于洪水救

援行动，以及向重灾区运送重要的医疗

用品。  

 

2022 年 3 月，马中商务理事会马中现代

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主席拿督方天养统

筹举办了主题为《探索无人机应用于本

地企业的机遇》的网络研讨会，以提高

无人机技术的普及率和商机，促进马来

西亚的商业和工业发展。马来西亚作为

棕榈油、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二大生产国

和发展中国家，为无人机技术带来许多

可能性。诚如网络研讨会中来自马来西

亚科技及革新加速器研究中心（MRANTI）

的 Wan Mohd Farhan 先生所说，马来西

亚政府竭力支持这项技术，无人机技术

领域的创业者也可享有津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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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无人机应用主要集中在农业

领域，然而，无人机技术在基础设施管

理、现场监控和安全监控方面的建设也

取 得 了 发 展 。 Aerodyne Group 的

Richard Ker先生和 Alliance Agrotech 

Sdn. Bhd.的 Kevin Wong 先生也分享了

他们在无人机行业的专业知识，以及无

人机技术在电子商务、物流、安全、电

信等多个领域的商机。无人机技术将填

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需求，同时彻底改

变当前许多传统行业的运作方式。马来

西 亚 房 地 产 科 技 协 会 的 Daniele 

Gambero 博士分享，无人机技术也引起

了非传统领域的兴趣，例如房地产行业。

无人机技术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互补技术的增强，其解决方案和

服务已超越了实体无人机。 

 

随着马来西亚企业家开始吸引国内外投

资者，中国将成为未来无人机行业合作

的理想合作伙伴。中国在无人机技术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最近在冬奥会上举行

的无人机灯光秀就是无人机商业应用的

最佳例子。在中国，无人机的工业应用

主要体现在农业、军事、司法、森林业、 

 

 

 

 

 

应急管理、油气检测、物流配送、地理

测绘、环境监测等领域。此外，中国作

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以及众多

全 球 领先 无 人机 公司 如 大疆 创 新

（DJI）、极飞科技(XAG)的所在地，中

国无疑处于无人机技术的前沿。  

 

马来西亚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无人机服

务公司，有望成为东盟地区的无人机技

术中心。采用无人机提升的生产力和效

率将让马来西亚许多行业受益。无人机

技术的数字化战略可以被应用于许多领

域，如棕榈油种植园测绘、物流和港口

监控、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检查、安全监

控、灾害管理和基础设施的开发。若要

吸引商业投资，我们必须发展最好的技

术；要发展最好的技术，我们必须培养

最优秀的人才。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

协同合作可以加速马来西亚无人机技术

的发展，从而创造大量商机并推动产业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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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动态 

代表团访问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拿督嘉菲里阿里芬 

2021 年 10 月 25日 | 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 (KePKAS)  

 

马来西亚首相特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兼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

率领马中商务理事会代表团一行拜会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拿督嘉菲里阿里芬。

马中商务理事会 6 人代表团成员包括马中双边政策委员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

吴添泉博士、

马中文化及

旅游委员会

主席拿督杨

秋立和总执

行长李泰康。 

  

拿督嘉菲里

阿里芬强调，

随着国内跨

境旅行的重

新开放，沙

巴州的旅游

业已看到经

济复苏的情

景。拿督嘉菲里阿里芬表示，随着旅游业更进一步的重新开放，他希望马中商务理事

会能够通过其平台促进沙巴州的旅游业发展，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沙巴州，以加

速当地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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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梁才德 

2021 年 10 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馆  

 

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拿督杨德胜、马中双边政策委员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

玛吴添泉博士与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打基纳巴卢

总领事梁才德。 

梁才德总领事赞赏马中商务理事会在推动中马沙巴州的合作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

表示总领事馆愿与马中商务理事会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推进中马与中沙的合作到另

一个崭新的水平。 

拿督杨德胜强调，马中商务理事会将致力发展成为一个促进马中贸易和投资的领先机

构与一站式服务中心，从而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并加强技术上的合作，

最终实现共同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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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访问沙巴州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拿督斯里马西迪曼俊 

2021 年 10 月 26日 | 沙巴房屋和城市发展局 (LPPB) 

  

马来西亚首相特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兼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

率领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杨德胜、马中双边政策委员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

玛吴添泉博士、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主席拿督杨秋立和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

泰 康 前 往

拜 访 沙 巴

州 地 方 政

府 及 房 屋

部 长 拿 督

斯 里 马 西

迪曼俊。 

在 会 议 环

节 中 ， 拿

督 斯 里 张

庆信强调，

马 来 西 亚

第 二 家 园

计划（MM2H）应避免将所有申请人归为同一类别，而是应根据各申请人的情况去制定

不同的准则与标准。 例如，购入房产应是“银发”群体所选择的退休计划中的首要考

虑因素，而不是金融资产。 

此外，拿督斯里张庆信在会议中提到沙巴和砂拉越目前的申请条件为，在马来西亚银

行的定期存款金额为 300,000 令吉。 另一方面，另一个替代的申请条件为，申请人

需在国内银行保持特定定期存款的金额，并购买价值在 800,000 至 1,000,000 令吉

之间的房地产，此方法是一种更灵活的申请标准。  

在这方面，拿督斯里马西迪曼俊也表示同意需优先考虑这些因素。 此外，他也不断地

强调政府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采用“KISS”原则； “保持简短和简单”。 通过这

一原则，复杂的官僚程序将大大地被减少，使所有制定的政策保持透明与精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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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沙巴州首席部长 

2021 年 10 月 26日| 沙巴州首席部长部 

  

马来西亚首相特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兼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拿

督斯里张庆信向沙巴州首席部长拿督

斯里邦里玛哈芝芝分享了他对马来西

亚第二家园计划（MM2H）的建议，并

传达与其他相关州政府部门所商谈后

的会议结果。  

  

沙巴州首席部长表示，沙巴州在制定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MM2H）的标准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至此他将研究更全面

的修订计划。 同时，他也表示，沙巴州政府将考虑调整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MM2H）

申请门槛的可能性，以实现更大的双赢前景。 

  

 

马中商务理事会董事局第 9次年度会议以及董事局会议  

2021 年 10 月 28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吉隆坡 

  

马来西亚首相特使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

斯里张庆信主持了马中商务理事

会董事局第 9次年度会议以及董事

局会议。 

拿督斯里张庆信在开场致词中提

到，马中商务理事会代表团到访

沙巴州政府机构，讨论关于马来

西亚第二家园的修订计划以及沙

巴州在吸引潜在投资和申请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随后，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拿督杨德勝、董事和总执行长李泰康就公司章程、管

理层活动、委员会计划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报告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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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期间，拿督斯里张庆信强调我们需要增加中国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并向众人展

示马来西亚本地产品的优势和优越质量。 

共有 15 位董事参与此次的会议，其中包括执行董事拿督杨德勝、高级董事拿督刘梅英

博士以及其他董事包括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吴添泉博士、丹斯里拿督斯里陈建顺、

拿督斯里刘官金、拿督马汉坤、拿督方天养、拿督范利宜、拿督李晓静、拿督杨秋立、

拿督黄益隆博士、拿督贝建安、拿督蔡林龙及拿督郑源炳。 

众董事皆在 14 个小组委员会里积极参与并领导各自所属的委员会。此外，马中商务理

事会也通过促进马来西亚和中国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了解及深化彼此的合作，以此加强

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这也成功增进了两国商务社群的整体利益。 

 

拜访大马工业研究与规格有限公司(SIRIM BERHAD) 

2021 年 11 月 11日 | 大马工业研究与规格有限公司 (SIRIM BERHAD) 

  

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拿督杨德胜

率领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

康、马中商务投资委员会秘书吴裕轩

与马中教育委员会成员陈云祥硕士拜

访大马工业研究与规格有限公司

（SIRIM BERHAD）。 

此会议由大马工业研究与规格有限公

司主席拿督凯鲁阿栾主持，并协领高

级副总裁阿扎努丁、总执行长法希

拉、总经理诺拉、营销部部长罗斯、

技术部部长陈胜福（音译）与马中商

务理事会讨论在中国发展的商机。 

此行以拿督杨德胜与拿督凯鲁阿栾交

换纪念品及参观大马工业研究与规格

有限公司的展览馆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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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商务理事会与 POIC 拿笃对话会 

2021 年 11 月 17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吉隆坡 

  

 

马中商务理事会与沙巴工业发展部、POIC 拿笃、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举行了此次

的活动。 

  

随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秘书长周家义、POIC 拿笃首席执行官 Datuk Fredian 

Gan和 Invest Sabah Berhad 首席执行官 Datuk Madiyem Layapan 向参会者简要介绍该

会概况以及近年发展。沙巴州副首长兼工业发展部 Datuk Dr. Joachim Gunsalam 让马

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成员提问，以便他们了解更多关于沙巴和 POIC 拿笃的投资机会。 

  

POIC 拿笃的代表也在对话会后为中资企业的代表们介绍了更全面与更深入的沙巴拿笃

潜在的投资机会。会议结束后，各方表示有意保持密切沟通，进一步探讨中国企业未

来扩大对东马投资的事宜。 

  

此外，出席会议的有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拿督杨德勝、马中商务理事会高级董事

拿督刘梅英博士、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会长张

敏以及沙巴工业发展部、POIC拿笃、Invest Sabah Berhad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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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新金融峰会专题活动 “RCEP 机遇与内陆开放对接会” 

2021 年 11 月 24日 | 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马中商务理事会有幸受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邀请，出席由重庆市商

务委员会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同

承办的“RCEP 机遇与内陆开

放对接会”。 马中商务理事

会董事兼马中双边政策委员会

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玛吴

添泉博士代表马来西亚首相特

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兼马中商

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

致辞。  

此外，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

长李泰康代表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签署了《政银携手助力 RCEP 合作发

展倡议书》。 

此活动嘉宾包括

重庆市副市长蔡

允革、通商中国

总裁陈培玲、中

国建设银行副行

长李运、中国建

设银行（马来西

亚）总经理封奇

及中国建设银行

纳闽分行执行副

总裁王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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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联办高科技发展前景研修班 政府官员线上探讨大马高科技议题 

2021 年 12月 9 日 | 线上 

 

日前，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上海商学院与

其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上海）共同举办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催的

“马来西亚高科技的发展前景（如何孵化、培育产业）研修班”开班仪式。该线上研

修班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2 日进行，成功吸引超过五十位来自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

参与，共同探讨大马高科技发展议题，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马来

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等。 

出席开班仪式的嘉宾有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郁

峻、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调研员刘蓓敏女士、上海商学院副校长贺瑛女

士、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黄丽宏女士。另外，来自马来西亚首相署法律事务部

的助理总监林凯豪也代表学员致辞，表达了其对改研修班的期许与学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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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联办高科技研修班 47 政府官员顺利结业  

2021 年 12 月 22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四十七位来自马来西亚各政府部门的官员顺利完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催的

“马来西亚高科技的发展前景（如何孵化、培育产业）研修班”。该活动由马来西亚-

中国商务理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上海商学院与商务部国际商务

官员研修基地（上海）共同举办，并于日前以马中双会场连线的方式举行了结业典礼。

所参与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内政部、交通部等。

该研修班为期十四天，课程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马中科技创新合作发展、新金融科技、

中国科技消

费 市 场 、 

“云考察” 

鲸准创新中

心等。  

来自马来西

亚外交部东

南亚区域反

恐中心的副

总监也代表

学员分享学

习心得。他表

示研修班的导

师指导专业，

并且说到高科

技在反恐工作

中也十分重要，

希望未来能够

了解更多中国

在该领域的科

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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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业典礼在马中商务理事会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

中国驻马大

使馆政务参

赞郁峻、中

国商务部国

际商务官员

研修学院副

院长陈润云、

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总经

济师罗志松先生、上海商学院副校长贺瑛女士等。 

 

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槟城总领事馆 

2021 年 12 月 15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槟

城总领事馆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拜访中

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并跟进与了解

中国企业家在槟城的现状。 

 

 

 

马来西亚驻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高级专员陈阳泰（音译）拜访拿督杨德胜 

2021 年 12 月 23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

公室，吉隆坡 

 

马来西亚驻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高级

专员陈阳泰拜访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

董事拿督杨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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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驻科威特大使拿督莫哈末阿里拜访拿督杨德胜 

2021 年 12 月 27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吉隆坡 

 

马来西亚驻科威特大使拿督莫哈末

阿里拜访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

拿督杨德胜。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代表团拜访拿督斯里张庆信与拿督杨德胜 

2021 年 12 月 29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吉隆坡 

 

发展援助和出口商咨询与培

训部主任嘉玛拉女士，中国

和东北亚部副主任马芝兰与

企业传播部高级经理莫哈末

哈里拜访了马来西亚首相特

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兼马中

商务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张

庆信，与马中商务理事会执

行董事拿督杨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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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Mas京东 “Fresh Go” / “JDMas 咆哮进入 2022 年” 正式开张 

2022 年 1月 12 日| 吉隆坡凯煌酒店 

 

JDMas 马来西亚旗舰店的年度盛会在吉

隆坡凯煌酒店举行，而马中商务理事

会总执行长李泰康受邀作为活动的贵

宾之一。 

主宾是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和消费人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历山大南达林奇、

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出口商发展部副总执行长阿布巴卡、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促进出

口部副总执行长莎莉玛登、雪州资讯科技及数码经济机构总执行长杨凯斌、马来西亚

生产力促进局总干事拿督阿卜杜勒拉蒂夫阿布塞曼等也受邀参加了此次的活动。 

JDMas 马来西亚旗舰店在盛会期间推出了 “JD 京东 Fresh Go” 和 “Taste of 

Malaysia Campaign 2022 in China” 两项活动。  

 

 

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拜会马中商务理事会  

2022 年 1月 19 日|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此次拜会由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

董事拿督杨德胜、马中商务理事

会高级董事拿督刘梅英博士、马

中商务理事会董事拿督方天养与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泰康

亲自接见。 

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行长封奇先生向马中商务理

事会介绍了来任新行长王启杰先生。 王启杰先生向马中商务理事会介绍了中国建设银

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旗下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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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系列 2022的主题讨论会“吸引战略性外国投资者进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如何在区域内脱颖而出？” 

2022 年 1月 20日| 吉隆坡双威普特拉酒店 

 

马中商务理事会董事拿督郑源炳受

邀成为“吸引战略性外国投资者进

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如何在区域

内脱颖而出？”主题讨论的小组成

员之一。 

在主题讨论期间，拿督郑源炳分享

了他对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开展业

务与投资的看法，以及马来西亚在

吸引外国战略性投资方面的吸引力

与独特的竞争优势。 

 

 

 

葛洲坝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拜会马中商务理事会 

2022 年 3月 8日|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葛洲坝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拜

会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董事

拿督杨德胜和总执行长李泰

康。此次拜会讨论了未来在

马来西亚的投资与合作的可

能性，特别是在水力发电

厂、水厂、基础设施建设和

资本投资的相关领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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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商务理事会与 POIC 拿笃参观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新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4 日| 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马中商务理事会与 POIC 拿笃一同受邀参观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位于吉

隆坡市中心 Leboh Ampang 的新办公室。 POIC拿笃代表在会议期间介绍了在 POIC拿笃

的投资机会。 

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代表为行长王启杰、高级副行长王杰、公司业

务部执行副总监王少强、战略发展（金融市场）部高级副总裁王嘉阳与风险管理（信

贷管理）部高级副总裁贾鹏。 

POIC拿笃的代表是主席拿督斯里邦里玛杨德利、首席执行官 Datuk Fredian Gan 与营

销主管 Rose Pun。 

马中商务理事会的代表是执行董事拿督杨德胜，高级董事拿督刘梅英博士，总执行长

李泰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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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 618 狂欢购物街节 2022– JDMas 马来西亚旗舰店, JD.com 京东商城 与马中商务

理事会联合举办 

2022 年 3月 29 日| 马来西亚对外贸发展局 

此次会议是JDMas马来西亚

旗舰店与马中商务理事会

所合作举办的京东 618狂欢

购物节 2022 的首次会议。

该活动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通过线下平

台举行。 

同时，这也是双方自 2021

年以来的二次合作。出席会议的有马来西亚对外贸发展局转型与数字贸易部高级总监

凯鲁、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北京贸易专员马芝兰、马来西亚外贸发展局中国与东北亚

区总监沈国安、JDMas 马来西亚旗舰店常务拿督林安忠以及马中商务理事会营运经理

陈静仪。 

 

第二次沙巴天然气输送管道(TSGP)会议 

2022 年 3月 29 日| 布城特使办公室 

 

拿督斯里张庆信在马来西亚首相

特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公室主

持了第二次的沙巴天然气输送管

道（TSGP） 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

并跟进沙巴天然气输送管道

（TSGP） 项目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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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拉马六甲电厂开幕仪式 

2022 年 3月 31日| 埃德拉马六甲电厂 

拿督斯里张庆信受邀

担任埃德拉马六甲电

厂开幕仪式的开幕嘉

宾之一。 

埃德拉是中国最大核

电运营商--中广核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在

东南亚地区国际独立

发电厂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它拥有多样化的优质发电资产组合，将为马来西亚国家电网新增 2,242 兆瓦电

力，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燃气轮机联合循环 (CCGT)电厂。 

 

大马投资发展局副首席执行官拜访马中商务理事会 

2022 年 4月 5日|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副首席执行官到访马

中商务理事会，与执行董事拿督杨德胜和

总执行长李泰康共同商讨未来合作。 

其他随行到访的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代表

包括外资投资处资深副主任林玟妤，助理

主任傅毓筠与韩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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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与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部互动论坛 

2022 年 4月 7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本次互动论坛是由世纪大学中国

学生会和泰莱大学中国学生会主

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

部和马中商务理事会为支持机

构，共有 280 名在线参与者。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教育参赞

赵长涛先生为本次活动致开幕

词，他希望双边教育合作能够继续深化。 

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部首席执行官 Mohd Radzlan bin Jalaludin先生、马来西亚教

育全球服务部国际学生管理服务部主任 Ramlan Abdul Aziz 先生和马中商务理事会总

执行长李泰康先生回答了中国学生在马来西亚面临的签证和就业问题，并向中国学生

介绍了马来西亚的教育优势。   

 

POIC 与中国建设银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2022 年 4月 8日| 中国建设银行 

 

POIC 沙巴私人有限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于 4 月 8 日在建行大厦举

行。 

马中商务理事会高级董事拿督

刘梅英博士及马中商务理事会

总执行长李泰康受邀见证这个

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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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康代表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致辞，传达了对促进合作的希望。 

其他嘉宾包括 POIC沙巴主席拿督杨德利、POIC沙巴首席执行官拿督颜恩祥、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国际服务副总理胡波飞、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游德忠及中国建设银

行马来西亚行长王启杰。 

签约后，POIC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战略要地，建行将提供金融服务以推动 POIC成为全

球投资中心。 

 

 

参观华为马来西亚客户解决方案创新中心 

2022 年 4月 12日| 华为马来西亚客户解决方案创新中心 

 

拿督斯里张庆信应邀参观了华为马来西亚客户解决方案创新中心，由华为马来西亚首

席执行官袁明和华为东盟学院副校长 Oliver Liu陪同参观。 

其他出席者包

括马中商务理

事会执行董事

拿督杨德勝和

马中商务理事

会总执行长李

泰康。 

袁明先生分享

了华为在推动

马来西亚数学

经济转型方面

的核心技术解

决方案，Oliver Liu 先生则介绍了公司的最新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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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活动更新与报告 

 

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021 年 10月 18日 

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在线上举办了第二次的会议。委员会主席拿督杨秋立告知成员

们，委员会即将会分成东马与西马两个分部，西马将由第二副主席拿督伍安琪博士带

领。  

会议期间，成员们讨论了在疫情

后如何促进马来西亚的文化及旅

游业的计划，其中包括第二家园

问题、马中双方协会接触、企业

对企业的联系、沙巴某些旅游区

的垃圾问题、以及会见马来西亚

旅游部长的计划。拿督杨秋立与

委员会成员们希望于 2021年 11月

中旬和各位成员们见面。 

 

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2021 年 10月 20日 

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举

办了第四次会议。委员会主席拿

督方天养简单地回顾了上一次的

会议记录。  

会议期间，委员会主席与成员们

讨论了有关于委员会的最新事项、

框架以及后续行动计划。此外， 

委员会主席正计划在未来与一些利益相关者进行礼节性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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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商务投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021 年 10月 26日 

马中商务投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于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举行。

会议开始前，新任命的成员尤妮

斯艾莎女士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

紧接着，委员会成员们便专注于

讨论礼节性拜访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官的事项。 

 

 

 

马中贸易促进及政策委员会委任仪式  

2021 年 10月 26日 

委员会主席拿督贝建安向新委任的委员会成员拿督陈荣强博士和拿督叶运兴递交委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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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会议 

2021 年 11月 9 日 

此会议是在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吉隆坡

总部举行，受到了数字投资办公室主席

的热烈欢迎，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投资

发展局商业服务与区域运营部总监罗斯

达丽娜、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投

资与赠款数学投资部副总裁拉兹阿兹以

及双方的其他代表成员。  

会议进行时，数字投资办公室的代表表

示欲将马来西亚塑造为首选的投资中

心，并简要地介绍数字投资办公室的主题，以支持它们的目标、角色与计划。 

 

 

马中投资者关系及策略夥伴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2021 年 12月 23日 

此次的会议由拿督李晓静主持，

出席会议的有孔令龙、王惠生、

张裕民以及李显。委员会安排了

以下活动： 

a. 邀请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新任首席执行官到马中

商务理事会展开对话会 

b. 与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会员一起举办春节活动 

c. 向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索取 2020年和 2021 年最新中国投资者名单 

d. 向砂拉越经济开发公司以及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索取在雪兰莪的中国制造企业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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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BC 为廿名马来西亚青年筹办 “马来西亚-中国教育文化交流访问团” 

2021 年 12月 16日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MCBC)教育委员会计划于 2022 年六月/七月间(待中国开放

边境后)，在马中教育文化交流计划之下，筹办一个教育访问团，让 20 名马来西亚各

族青年 (介于 17-20岁)有机会在严格遵守 SOP及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前往中国探索当

地丰富的文化与教育。当局也会安排另一个类似的交流计划，让中国青年前来访马。 

在长达八天的访问期间，20 名有幸中选的青年将把握难逢良机，拜访数家享有盛誉的

中国品牌，例如北京的华为以及 NIO 蔚来，让他们见证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其他产

品。其他线程也包括参观历史古迹如紫禁城等的时光倒流之旅。  

访问团成员将透过导览参观数家出类拔萃的教育机构，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

和中国传媒大学。被选中的青年也将在北京的抖音总部聆听简介，以及乘坐 5 小时的

高铁从北京前往上海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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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推广沙巴旅游 

2022 年 1月 11 日 

副主席拿督伍安琪博士率领由 28 名

旅游业者前往沙巴州进行工作访问。 

他们拜访了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

助理部长 YB. Datuk Joniston bin 

Lumai @ Bangkuai，并共同探讨了沙

巴旅游业在马来西亚西马半岛的发

展。 

 

 

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参与成立沙巴国际商务联盟 

2022 年 1月 25 日 

马中商务理事会董事兼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主席拿督杨秋立成立了沙巴国际商务联

盟，以促进沙巴旅游业和加速沙巴经济复苏。 

该联盟由数个协会组成，包括马中文化及旅游委员会、马中总商会沙巴分会、沙巴中

国总商会、沙旅游协会和大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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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举办“探索无人机应用于本地企业的机遇”网络研讨会 

2022 年 3月 31 日 | 马中商务理事会办公室 

 

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探索无人机应

用于本地企业的机遇”的网络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由马中现代化工业及科技委员会主拿督方天养席主持，并由马中商务理

事会执行董事拿督杨德胜主持开幕词。受邀演讲者和小组成员包括 Aerodyne Group 的

Richard Ker 先生、Alliance Agrotech Sdn Bhd 的 Kevin Wong 先生、马来西亚房地

产科技协会的 Daniele Gambero 博士，以及 MRANTI 的 Wan Mohd Farhan先生。 

来自中小型企业协会、

PIKOM、ERA、ACCIM、

MCCC、BEM以及其他企

业和组织的约 50人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讨论了无人机

技术及其创新应用，以

探讨该技术在刺激和改

造马来西亚本地产业如

农业和建筑业方面的商业机会和未来前景。此外，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中涵盖了从创新

解决方案、创业精神到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等主题。 

这次的网络研讨会成果丰硕，马中商务理事会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相关的研讨会，为我

国产业发展带来新方向。  

《马中商务理事会资讯》法律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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