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1.	 大会议程－－－－－－－－－－－－－－－－－－	2

2.	 第六十五届会员大会记录－－－－－－－－－－－	3

3.	 会务报告－－－－－－－－－－－－－－－－－－	9

4.	 2015年及2016年度经审查之账目－－－－－－－－	40

5．	讨论提案－－－－－－－－－－－－－－－－－－	71

6.	 选举第六十七届理事会－－－－－－－－－－－－	72

7.	 委任三名本会产业保管人－－－－－－－－－－－	73

8.	 委任本会查账（审计师）－－－－－－－－－－－	73

9.	 第六十五届会员大会之提案处理－－－－－－－－	74

10.	附录－－－－－－－－－－－－－－－－－－－－	75



第 六 十 六 届 会 员 大 会

《议 程》

1.	 古晋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黄国忠致词

2.	 覆准第六十五届会员大会记录

3.	 检讨前期大会议决案

4.	 接纳第六十六届会务报告

5.	 接纳2015及2016年度经审查之账目报告

6.	 讨论提案

7．	 选举第六十七届理事会

8.	 委任三名本会产业保管人

9.	 委任本会查账(审计师)

10.	 第六十五届会员大会之提案处理

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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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

时间	 ：	上午10时正

地点	 ：	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

主席	 ：	拿督黄国忠

出席	 ：	172位会员

记录	 ：	邓丽卿

1．	会长致词
	 议决	：	请参阅附件。

2．	覆准前期大会会议记录
	 议决	：	通过复准（甲必丹黄锦就提议，拿督黄鸿圣附议）。

3．	检讨前期大会议决案
	 前期大会各议决案均已执行。

4．	接纳第65届会务报告
	 议决	：	通过（刘细畅提议，本固鲁李思兴附议）。

5．	接纳2013及2014年度经审查之账目报告
	 议决	：	通过（蔡慧强提议，甲必丹黄锦就附议）。

6．	讨论本会章程修改草案
	 议决	：通过，惟有关理事会任期及大会的，下一届（即2017年开	
	 	 	 始）才生效。这是为配合砂中总的理事会任期。其他的批	
	 	 	 准后即生效。

	 	 	 另，有关理事田松茂建议本会英文名也改为Kuchi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事宜，会议决定	
	 	 	 待理事会讨论才决定，其他省份改名也没改英文名。

	 	 	 另，有关理事天猛公刘金荣建议如有理事选举时，在现场	
	 	 	 才进行投票，由于没有附议而取消该建议。

古晋中华总商会第65届会员大会

《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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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讨论提案
	 7.1	 吁请联邦财政部加速针对消费税（GST）作出一份最后完整	
	 	 的物品清单，清楚列出每项物品的税率（零税率或6%）。	
	 	 另，定期检讨有关制度推行的绩效，并注重于教育及灌输有	
	 	 关商家关于税务的相关讯息。消费税的实行引起许多混淆，	
	 	 让许多行业在计算物品价格方面面对诸多问题。因此，当局	
	 	 应给与商家所承诺的两年宽限期，在现阶段实行初期，应仅	
	 	 提供教育与灌输，不应取缔无意犯错的商家。

	 	 议决	：通过。

	 7.2	 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发展本州的旅游业，特别是生态旅游，并	
	 	 争取在古晋国际机场恢复原有或增加国际直飞航班，以带动	
	 	 本州经贸成长。

	 	 议决	：通过。

	 7.3	 吁请银行公会重新检讨每张支票征收RM0.50的政策。由于本	
	 	 州乡镇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不完善及不稳定，故强制实行该	
	 	 收费政策对在本州相关地区营业的商家不公平。

	 	 议决	：通过。

	 7.4	 支持本州首席部长调降本州工商业电费及取消过桥费，并希	
	 	 望他继续为本州商家及民众争取及实行更多的惠民政策。
	
	 	 议决	：通过。

	 7.5	 支持本州政府落实推行1946年二手经销商法令，并吁请有关	
	 	 单位加强监督二手经销商的营业纪录及执照申请。

	 	 议决	：通过。

	 7.6	 全力支持本州首席部长率先在砂拉越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并	
	 	 支持他继续向联邦政府争取承认有关文凭。

	 	 议决	：通过。

	 7.7	 吁请政府当局设法稳定马币对外汇率在一定合理水平，避免	
	 	 商家因汇率之变动而损失惨重。

	 	 议决	：通过。

4



8．	选举第66届理事会
	 议决	：	由于本届理事提名人数刚好符合票选理事人数，因此无需	
	 	 	 选举，所有提名者皆自动成为中选理事。名单根据提名先	
	 	 	 后排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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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商团会员已于2015年6月25日进行选举，共有11位商团代表	
	 提名，经各代表自行选举，选出10位代表，名单如下：-
	
	 1．	夏忠荣	--	晋汉省建筑商公会
	 2．	周  振	--	晋汉省五金机械商公会
	 3．	刘竞骍 --	古晋自由车摩托商公会
	 4．	吴亚声	--	砂拉越古晋马中贸易进出口商会
	 5．	蔡传展	--	古晋省药商公会
	 6．	郭建发	--	砂拉越古晋省汽车零件商公会
	 7．	林观桂	--	古晋咖啡酒餐商公会
	 8．	刘腾仁	--	古晋印务业公会
	 9．	徐功宁	--	砂拉越州燕窝商公会
	 10．符致宝	--	砂拉越酒楼餐馆公会

9．	 委任三名本会产业保管人
	 议决	：委任第66届之会长、秘书长及财政为产业保管人。

10．委任本会查账（审计师）
	 议决：	委任王裕华会计公司为本会2015至2017年度之查账（审计	
	 	 		 师）。

11．其他
	 11.1	 为感谢拿督李捷多年来为本会作出的贡献，会长建议委任	
	 	 		 他为本会名誉顾问。另，重新委任原有的名誉会长/名誉顾	
	 	 		 问。

				 	 		 议决	：一致通过。

	 11.2	 秘书长要求纪录前理事陈华敏、杨新周、许庆喜、刘加福	
	 	 		 对本会的贡献。

	 	 		 议决	：一致通过。

休会	：上午11时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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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大家踊跃出席古晋中华工商总会第65届会员大会。我要借此

感谢大家对商会以及领导团队的信任与支持，让商会能实践其使命与

任务，继续向前迈进。

各位会员

国家经济在2014年表现不错，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6％，比2013年的

4.7％来得好。增长主要动力来自表现强劲的国内需求，尤其是私人消

费，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等有利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走势。

然而，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的首季度增长率只达5.6％，虽然市场走

势平稳，但是，大家都非常关注马币贬值的效应，以及已在4月1日开

始落实的消费税(GST)所带来的通胀势头与影响。新税务制度的实施，

肯定会为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影响层面相当广。

国内通胀压力强劲，去年达到3.2％，相比2013年的2.1％还来的高。

通胀将是影响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毕竟商业生产线正面临较高的生

产成本。在市场竞争情况下，有企业主动吸纳因令吉贬值和消费税因

素而导致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当然，也有部分不负责任的商人利用

通胀压力趋强的现状，借机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有鉴于此，政府单

位有必要加强监控与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通胀压力可获得控制，让

经济发展不受新税务的影响。

消费税的实施，是整顿国民经济的重要财政改革计划之一。这是一个

长期性的应对措施，以扩大国家税收，确保国民经济能朝着更稳定和

可持续增长。但是，为了确保新税务的成效能达到指定的目标，政府

就必须确保国家资源能获得完善治理，具透明度，同时推广更多有利

古晋中华总商会第65届会员大会

会长拿督黄国忠演讲词
2015年6月27日于商会文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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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都是强化经济信誉度、市场信心、货币价值，

以及吸引外资的先决条件。

各位会员

自创立以来，古晋中华工商总会理事会都展现出团队精神，积极推广

会务，多年来协助会员商家就有关企业和投资事宜取得许多突破。虽

然如此，今后的工作仍然需要靠大家更大的努力与配合，才能改善与

强化会员商家的权益。我们必须继续在商会团队里积极工作与付出，

才能确保商会的目标与使命获得实现。

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市场上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有独特的看法与投资

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拥有自己的商业版图。在市场多变的

处境中，我们不应该墨守成规，反而应该不断更新我们在商场上的观

点，从中去思考与发挥各自的长处与优势。当然，无论市场是如何平

淡或激烈，我们还是必须不断提升各自的竞争力，才能在任何市场上

保持领先，取得优越业绩。

古晋中华工商总会不断在改进，也不间断地履行其在商业与社会领域

中的角色。我相信，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商会绝对有能力取得更加闪耀

的成绩。希望即将推选出来的新届理事会能承先启后，继续为华商，

为社会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8



1．	2015年会员大会：
 本会第65届会员大会于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在华商大 
 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共172位会员出席。

2．	理事会：
 由中选理事及商团代表理事组成，中选理事于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上 
 午11时30分在华商大厦第四楼《文彬堂》举行复选，产生第66届理事 
 会，名单如下：-

 会长  ： 拿督黄国忠
 署理会长 ： 李锦新
 副会长 ： 拿督沈瑞永
 副会长 ： 陈日枝
 副会长 ： 天猛公刘金荣
 副会长 ： 拿督斯里蔡展文
 秘书长 ： 蔡文铎
 副秘书长 ： 拿督黄鸿圣
 副秘书长 ： 刘细畅
 财政   ： 本曼查高伟宁
 副财政 ： 蔡志杰
 工业组主任 ： 林亚德
 工业组副主任 ： 翁岳春
 工业组副主任 ： 朱昌亮  
  商业组主任 ： 魏铭辰博士
 商业组副主任 ： 张光福
 商业组副主任 ： 本固鲁李思兴
 中国经贸事务组主任 ： 拿督余民诞
  中国经贸事务组副主任 ： 拿督温春熙
 农业组主任 ： 卢少奎
 农业组副主任 ： 李伟城
 农业组副主任 ： 李开喜  
 资讯工艺组主任 ： 田松茂
 资讯工艺组副主任 ： 何修华
 资讯工艺组副主任 ： 徐蔡斌
 人力资源发展组主任 ： 郑佑上
 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 ： 陈健民
 人力资源发展组副主任 ： 范庆和

《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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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关系组主任 ： 甲必丹黄锦就
 公共关系组副主任 ： 吴潮辉
 青商组主任 ： 蔡慧强
  青商组副主任 ： 蔡明龙
 福利组主任 ： 何金明
 福利组副主任 ： 甲必丹彭裕华  
 福利组副主任 ： 张子京
 理事  ： 郭建发
 理事  ： 林观桂
 理事  ： 夏忠荣
 理事  ： 周  振
 理事  ： 蔡传展
 理事  ： 刘腾仁
 理事  ： 刘竞骍
 理事  ： 吴亚声
 理事  ： 徐功宁
 理事  ： 符致宝

3．	常务理事会
 拿督黄国忠，李锦新，拿督沈瑞永，陈日枝，刘金荣，拿督斯里 
 蔡展文，蔡文铎，本曼查高伟宁，林亚德，魏铭辰博士，拿督余民诞， 
 卢少奎，何金明，田松茂，郑佑上，甲必丹黄锦就，蔡慧强

4．各工作小组

	 产业组
 主任  ： 拿督黄国忠
 副主任 ： 李锦新
 组员  ： 拿督沈瑞永，陈日枝，刘金荣，蔡文铎，拿督黄鸿圣，
    刘细畅，本曼查高伟宁，蔡志杰，拿督斯里蔡展文，
    魏铭辰博士，甲必丹彭裕华

	 大厦管理组
 秘书  ：陈日枝

 财务组
 顾问  ： 本曼查高伟宁
 主任  ： 何修华
 副主任 ： 蔡志杰
 组员  ： 刘金荣，蔡文铎，林亚德，何金明，蔡慧强，陈健民，
    郑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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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组
 主任  ： 林亚德
 副主任 ： 翁岳春，朱昌亮
 组员  ： 张光福，徐蔡斌，郑语综，鲁婉晶，杨典强

	 公共关系组
 主任  ： 甲必丹黄锦就
 副主任 ： 吴潮辉
 组员  ： 林亚德，郑佑上，卢少奎，蔡慧强，张子京，
    甲必丹彭裕华，郭建发，林观桂，陈玮政，鲁婉晶，
    吴俚葙，刘俊成

	 商业组
 主任  ： 魏铭辰博士
 副主任 ： 张光福，本固鲁李思兴
 组员  ： 拿督斯里蔡展文，蔡志杰，翁岳春，张子京，何修华，
    蔡慧强，夏忠荣，甲必丹林瑞钊，陈育盛博士，黄长财， 
    陈玮政，何国榭，鲁婉晶

	 马中经贸组
 主任  ： 拿督余民诞
 副主任 ： 拿督温春熙
 组员  ： 卢少奎，刘腾仁，吴亚声，徐功宁，何国榭，王裕华

 福利组
 主任  ： 何金明
 副主任 ： 甲必丹彭裕华，张子京
 组员  ： 拿督斯里蔡展文，刘细畅，魏铭辰博士，范庆和，
    何修华，拿督温春熙，林观桂，郭建发，许广睦，
    何国榭，黄锡平，张毓伦

 农业组
 主任  ： 卢少奎
 副主任 ： 李伟城，李开喜
 组员  ： 徐功宁，王裕华，李志明，张毓伦，涂踬慜，
    吴俚葙，刘宥鸿，李开瑞，李开永，蔡维达，赖穆宏，
    陈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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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通讯工艺组
 主任  ： 田松茂
 副主任 ： 何修华，徐蔡斌
 组员  ： 李锦新，陈日枝，蔡文铎，蔡志杰，郑佑上，张光福，
    张子京，陈健民，许庆喜，张从强，符祥威，沈铂斯，
    陈玮政，蔡易沩，刘纯强，李钦成

 人力资源发展组
 主任  ： 郑佑上
 副主任 ： 陈健民，范庆和
 组员  ： 蔡文铎，刘细畅，魏铭辰博士，甲必丹黄锦就，何修华， 
    蔡慧强，李开喜，吴潮辉，蔡传展，许庆喜，拿督李捷， 
    陈政信，王裕华，陈玮政，李志明，杨典强

 法律组
 主任  ： 蔡文铎
 副主任 ： 蔡庆华，赖炳盛，黄茹彬

 青商组
 顾问  ： 李锦新，蔡文铎
 主任  ： 蔡慧强
 副主任 ： 蔡明龙
 组员  ： 夏忠荣，卢少奎，陈政信，刘志刚，张毓伦，刘宥鸿，
    陈玮政，王裕华，鲁婉晶，陈界菖，刘佑顺，李佩芳，
    李开瑞，何国榭，杨岩彬，李锦存，黄福庆，黄廉欢，
    沈君伟，符祥威，郑汉雄，郑语综，郑雅泰，黄锡平，
    夏忠顺，吴俚葙，沈铂斯，郑庆裕，田志伟，蔡易沩，
    李志明，沈秉志，陈俊贤，涂踬慜，蔡维达，俞国利，
    杨适维，蔡健国，赖穆宏，陈俏潓，黄冀义，张瀚峰，
    李伟鸿，范伟光，包久松，林顺颺，陈海昱，何瑞洪，
    张宗仁

5．	出任各社团之代表

 5.1.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拿督黄国忠，李锦新，陈日枝，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文铎，
  本曼查高伟宁

 5.2. 砂拉越古晋三马拉汉及西连省华人社团总会：
         拿督沈瑞永，陈日枝，蔡志杰，何金明，何修华，蔡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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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砂拉越古晋省及三马拉汉省教育基金：
      拿督黄国忠，李锦新

 5.4.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三、四中学校董会: 
         郑佑上，刘细畅

 5.5.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二、三、四、五、六小学校董会：
     蔡文铎，甲必丹黄锦就

6．各组活动报告

	 6.1.	 产业组
  6.1.1. 华商大厦第七楼租户为SEGi COLLEGE (SARAWAK) SDN. BHD., 
    每月租金为RM5,210.00，续约至2020年2月28日。

  6.1.2. 毕打拿路地段，目前尚未成功出租和进一步之策划。

	 6.2.	 大厦管理组
  6.2.1. 华商大厦各层电梯处已制作一个“不可抽烟”告示牌。
 
  6.2.2. 大厦的防火系统的电板及自动拨电（至消防局）系统于 
    2017年1月中旬晚间遭雷电摧毁。经由本会防火工程顾问公 
    司（Khara Fire Engineering Sdn. Bhd.）更换。而自动拨电（至 
    消防局）系统已用了整16年，已由火警公司（M a s t e r  
    Pyroserve Sdn. Bhd.）更换整个系统。

  6.2.3．在获得各层业主们的同意后，大厦停车场进出口处经已拉 
    起铁链并挂上不准进入告示牌。

  6.2.4. 大厦底楼停车场之大厦主要蓄水桶的水球坏了，已安排技 
    术员人员更换。

  6.2.5. 大厦已申请并已批准使用Unifi服务，配套为Biz Advance Plan  
    30 Mbps RM 299 / month。

	 6.3.	 财务组
  过去两年来，财务组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及多次财务交流会。

  6.3.1． 自2015年7月1日至今，本会增购以下办公室设备:-
        
       RM
  Recorder Sony ICD-UX543 FTC - 1no.  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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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自2015年7月1日至今，本会收到股息如下:-
    a)  6/10/2015收到ELK-Desa Resources Berhad股息 RM1,856.85
        (24,758share x @RM0.075)。 
                          b) 13/10/2016收到ELK-Desa Resources Berhad股息 RM 1,299.80
     (37,137share x @RM0.035)。         总共： RM 3,156.65
                                                      =============

  6.3.3. 本会于9/10/2015通过PBB Bank购买ELK-Desa Resources Berhad
       之附加股 (12,379share x @RM1.20) RM  14,854.80 
    Stamp duty                           RM      0.15 
       Commission                           RM      5.00 
       Cheque process fee                   RM      0.50 
       6% GST                               RM      0.33

                                        总数:  RM 14,860.78
     ===============

  6.3.4.  截至30/4/2017应收未收款项-
      a) 理事赞助金      RM  40,000.00 
      b) 吴宗唐尚欠      RM  59,234.36 

                    总共： RM 108,234.36
     ===============   

  6.3.5. 自2015年7月1日至今，庆祝123周年会员/理事捐款转移账目 
    如下：-
       a) 新入会申请转为永久会员共有11间商家；
         b)  普通会员转为永久会员共有101间商家。

  6.3.6. 有关面对收捐问题的商号事宜，由于秘书处已一一致电询 
    问该会员是否用赞助金转永久会员，其中没营业的商家 
    (22间)、不愿保留/转永久会员的商家(17间)、无法联络的商 
    家(7间)，本组已呈理事会取消共46间商号之会员籍。

  6.3.7. 有关本会大众银行来往户口银行目前之透支数额已接近透 
    支顶限RM200,000，经理事会议决定(授权财务处需要时逐步 
    再申请)提高透支50,000零吉或更多，以应付未来开销 
    （包括准备移交二小扩建校舍基金）。

	 6.4.	 工业组		       
  过去两年来，工业组共召开了两次会议及与商业组联系会议共召 
  开了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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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本组为了了解本州目前的工业发展状况、州政府所提供予 
    工业界之奖掖、本州工业界所面对的问题等，已于 
    25/1/2016下午2时30分在本会四楼《文彬堂》与本州工业发 
    展部对话。是项对话由该部常务秘书Datu Liaw Soon Eng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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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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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数约33位，备有茶点招待。

  6.4.2. 本会在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的邀请下，由本组与商业组联 
    合组团，共34位团员于2017年4月7日至13日赴孟加拉首都 
    达卡进行贸易及投资考察访问。

	 6.5.	 商业组
        过去两年来，该组共召开7次会议及3次联席会议。

  6.5.1． 本会受邀组团出席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主办之“第十二届世 
    界华商高峰会于2015年10月23至25日假澳门威尼斯人宴会 
    厅举行。本组负责筹备及组织共有16位代表团名单如下：  
    拿督斯里蔡展文(名誉顾问)、蔡文铎律师(名誉顾问)、 
    魏铭辰博士(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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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汀斯里胡 
    芝伊(拿督斯里蔡展文夫人)、拿汀饶小珍(拿督温春熙夫 
    人)、程秋吟(陈健民夫人)、黄玉棠(张子京夫人)及翁立泷 
    (泗里街中华工商总会监察)。

  6.5.2. 本组与工业组联办《清真认证讲座会》于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上午9时正在本会四楼“文彬堂”圆满举行。讲师 
    为砂拉越伊斯兰事务部 - 清真食品管理部的官员林友礼先 
    生。主要讲解砂拉越清真系统、大马清真认证申请流程及 
    大马清真产品的法律条规。讲座会入场免费，报名人数约 
    70位。会后备有茶点招待，同时也颁发证书给每一位报名 
    者。

  6.5.3. 本会收到会员投诉，有关在我国国内贸易、合作社与消费 
    人事务部申请更新执照（如糖、米、秤等）时面对问题。 
    本组为了吁请面对此问题或有关部门的其他问题者提出课 
    题，已经吩咐秘书处于2015年11月27日发通知书予本会全 
    体理事、组员及会员商家于12月27日前以电邮或传真方式 
    给秘书处，本组已收集，并已于2016年4月11日拜访贸消部 
    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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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有关雪兰莪投资中心于2015年11月26日至28日在绿野国际 
    会展中(MIECC)首都主办【2015年雪兰莪国际博览会】 
    （SIE）。本组主任于10月2日 出席在普尔曼酒店举行的上 
    述巡回讲解会，并认为此项活动是全国性，对本地厂商是 
    个不错的商机。于10月17日发出一则新闻稿，也致函砂拉 
    越中华总商会有关此讯息，以便传达予属下商团会员商家 
    参与。同时，抄送副本致该会商业组主任拿督斯里蔡展文 
    处理之。秘书处就此活动发送电邮给有关的会员厂家及理 
    事。

  6.5.5. 本组与福利组于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晚上7时正在砂 
    拉越俱乐部一起聚餐交流，促进组员们之间的联系与合 
    作。

  6.5.6. 2015年11月16日大马信贷担保机构（CGC）的2位高级职员 
    前来拜访本会，本组主任及执行秘书接待，该机构邀请本 
    会协助举办CGC中小企业融资便利讲座会。其中有些贷款是 
    特别给女性商家的。

  6.5.7. 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时30分在本会四楼“文彬 
    堂”圆满举行大马信贷担保机构(CGC)与本会联办之商业讲 
    座“大马信贷担保机构(CGC)如何协助中小企业获得融 
    资”。讲座主要宗旨为协助因没有抵押或抵押不足及缺财 
    务记录的中小企业获取融资便利。讲座会入场免费，出席 
    人数共55人，会后备有茶点招待。该机构代表过后于6月 
    15日再度到访本会跟进，并介绍新配套，由本会副会长陈 
    日枝、秘书长蔡文铎律师及本组主任魏铭辰博士接待。该 
    分行经理表示愿意长期与本会会员举行小型会面交流，以 
    10至15人小组进行，方便本会会员提出咨询。本会已寄出 
    相关配套予会员商家。

  6.5.8. 魏铭辰博士、何金明先生、黄长财先生、陈玮政先生及执 
    行秘书于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下午3时正拜访国内贸 
    易、合作社与消费人事务部执照组组长亲善交流。并于 
    2016年7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时正在本会会所第四楼 
    “文彬堂”圆满举办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合作社消费事务 
    部说明会。说明会以华语为主，入场免费。出席人数共34 
    人。主要讲解课题如下：-
    (a) 大马国内贸易、合作社与消费事务简介
    (b) 国内贸易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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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执行组的职责
    (d) 国内贸易组所发出的执照
    (e) 在统制品执照申请及更新，以及更换地址和数量
         - 如何上网申请
         - 需附上之相关文件
    (f) 买卖油的执照申请
             - 如何上网申请
             - 需附上之相关文件
             - 呈上申请之后的行动

  6.5.9. 本组在信贷担保机构（CGC）邀请下，于2016年8月20日在 
    本会资料室举行11人小组交流会，为让会员了解该机构 
    之操作及所提供之中小企业融资及信贷担保服务。在交 
    流中，CGC古晋分行经理Mdm. Stel larose 介绍了三项产 
    品，即Enchacer Excel，BizMula- i和BizWanita- i。后两项 
    直接由该机构提供贷款。通过此项交流会，要求该机构提 
    高个别贷款额从五十万令吉提高至五千万令吉，以供大型 
    企业申请。该负责人表示将向总部反映。该机构将继续不 
    定期为本会会员提供相关讲解，只要参与人数达10至15 
    位，该机构将派人前来讲解。秘书处于8月23日发新闻稿予 
    各报馆。

  6.5.10. 本组与工业组于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赴印尼雅加达参加 
    由印尼商务部主办之第31届雅加达国际博览会。博览会地 
    点设于格马约兰的雅加达国际博览会中心举行。今年之第 
    31届由印尼总统佐科于10月12日主持开幕仪式。博览会共 
    分为五个展区，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家具和家居装饰 
    品、食品和饮料、时尚生活创意产品以及服务和投资。主 
    办当局也在博览会现场举办商业配对及贸易投资论坛。此 
    外，该会也拜会了印尼-马来西亚经贸商会、印尼雅加达 
    工商会及印尼中华商会。为促进与会者之间的合作交流， 
    主办当局也特别安排了联谊晚宴。博览会出席名单有：副 
    秘书长拿督黄鸿圣、理事林观桂、商业组组员陈育盛博 
    士、青商团团员黄联欢、团员陈友福、黄定福、邢伟祥、  
    Augustine Wong、George Ting、郑剑廷、符国励、Angelina Chai 
    及邓丽卿。

  6.5.11. 本会受邀出席由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主办之“第十三届世界 
    华商高峰会”于2016年10月20日至22日在澳门举行。本组 
    负责筹备及组织。赴会之20 位代表团员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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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名誉顾问 ： 李锦新、蔡文铎律师、本曼查高伟宁
           团       长 ： 魏铭辰博士
           副   团  长 ： 张光福
           团       员 ： 何金明、朱昌亮、范庆和、甲必丹彭裕华、 
      张子京、郭建发、陈育盛博士、张毓伦县议 
      员、李锦存、陈文禧、刘思凌、温友成、 
      叶银珍、李春莲、沈永思。

        本会团员也有幸于大会期间与大会讲员之一的台湾前副总 
    统萧万长合照留念。

  6.5.12. 本会在马来亚银行邀请下，于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上午10时正在本会四楼“文彬堂”圆满举行“中小企业融 
    资及服务说明会”。说明会着重于讲解中小企业贷款申 
    请，以及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和房屋贷款）被拒绝 
    的原因。说明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以华语为主、英语为 
    铺，入场免费。出席人数共56人。马来亚银行当天也提供 
    小礼物及午餐予出席人士。
 
  6.5.13. 本会在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的邀请下，由本组与工业组联 
    合组团，共34位团员于2017年4月7日至13日赴孟加拉首都 
    达卡进行贸易及投资考察访问。考察团目的为开创该会与 
    孟加拉各商会的联系、开拓孟加拉有潜能的商业及投资机 
    会及促进砂拉越州与孟加拉的双边贸易。代表团成员包括 
    本州助理农业部长YB Malcolm Mussen Lamoh、本会理事、 
    砂达雅商会以及砂拉越房屋、地产发展商商会古晋分会的 
    理事及会员。团员名单如下：-

       名誉团长 ： YB Malcolm Mussen Lamoh、拿督谢向义 
    顾问     ： 李锦新、陈日枝、蔡文铎律师、
      Ngadan Anak Lamoh
       团长     ： 魏铭辰博士
       副团长   ： 朱昌亮
       团员     ： 何金明、范庆和、李开喜、陈育盛博士、
      刘佑顺、李锦存、拿督郢应城、刘守惠、
      谢其伟、宋珍妮、林财福、
      Augustine Wong Chong Ho、叶银珍、张宝娇、 
      Jack Anak Meredan、Jawat Anak Kasa, James、
      Cr. Naka Anak Indap、
      Cr. Gayih@Agas Anak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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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eling Anak Jua、Enteri Anak Balai、  
      Pemanca Chua Kee Long、
      Leo Mamba Anak Simpang、刘惠馨、
      Samuel Aubrey Ak John、邓丽卿、严学樟。

    此次行程包括：-
    -  拜访孟加拉首相署属下投资发展局
    - 拜会孟加拉农业部长Mr. Begum Matia Chowdhury
    - 拜会渔业及禽畜业部长Mr. Muhammed Sayedul Hoque
    - 拜会大马驻孟加拉最高专员Nur Ashikin Muhd Taib阁下
    - 拜会孟加拉出口发展局及出席由该局安排之商业对接
    - 拜会孟加拉-马来西亚经贸商会，并与之对话交流及商 
     业对接
    - 拜会达卡工商会
    - 拜访孟加拉商会联合会及商业对接
    - 参观制药厂、食品加工厂、制衣厂和包装工厂。

    本组也通过秘书处要求考察团部份有兴趣出口产品的团员 
    携带自身的产品样本或产品促销单张，以在商业对接时取 
    得更好的效果。另，考察团也在秘书长的提醒下，借这次 
    出国考察的机会，利用砂州工业发展部所制作的宣传砂州 
    短片，向各个当地各单位宣传砂拉越，以吸引外资及外来 
    游客。

    考察团在此行中，获得以上各单位的热情接待及多个单位 
    宴请餐宴。本会除赠送纪念品之外，也致函感谢各单位。

  6.5.14. 有关大马信贷担保机构要求本会协助安排该机构与本会属 
    下商团见面，以向各商团理事或会员讲解该机构的贷款配 
    套及服务事宜，经秘书处于2017年2月24日发出信函后，尚 
    未收到任何回复。秘书处再于4月26日再度致函全体理事及 
    属下商团。

	 6.6.	 资讯通讯工艺组

   过去两年来，本组共召开了5次会议。

  6.6.1. 本会网站www.kcgcci .org.my之推介礼于2015年12月15日 
    （星期二）在一园潮州菜馆隆重举行。由本会会长拿督 
    黄国忠主持推介礼，理事们亦一起出席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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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本组已于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下午2时正至五时正于 
    华商大厦四楼《文彬堂》成功举办电子商务《微商营销讲 
    座》，获得72名人士报名参加。由萧伟松讲师主讲。

  6.6.3. 有关UNIFI网速缓慢及不稳定以及部分地区仍未安装上网设 
    备事宜，本会已致函电讯局(TM)投诉并附一份副本至本州副 
    首长兼基本设施发展与交通部长，丹斯里詹姆士玛欣。另 
    外也就网络配套价格较高对青年商家造成负担一并致函电 
    讯局。该局稍后派技术人员前来秘书处更换了UNIFI路由器 
    (router)。

  6.6.4. 大马电讯局中小型企业部高层：Roslawati Binti Mohd Tahir, 
    Nur Etyna Binti Tawil和Razali Bin Talib已于2017年3月10日拜访本 
    会交流。该部亦邀请本会理事出席2017年3月30日在婆 
    罗洲会展中心举行之“大马电讯局中小型企业商业嘉年 
    华”(SME BizFest 2017)。李锦新先生﹑蔡文铎律师﹑田松茂 
    先生﹑郑佑上先生及何修华先生出席接待。

      会上本会代表也反映有关网速缓慢及不稳定及其他柜台服 
    务欠佳事宜，并迅速获得回应。

  6.6.5. 本会秘书处已安装SKYPE软件并呼吁该组组员使用SKYPE软 
    件且踊跃的参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召开的小组 
    视频会议，以及与其他属会：诗巫中华总商会﹑美里中华 
    总商会和民都鲁中华总商会视频会议，逐步实施资讯科技 
    化。

  6.6.6. 本组积极响应本州首长，拿督阿玛阿邦佐哈里宣布将提升 
    本州的网速和资讯通讯设备，以让本州全面迈向世界级资 
    讯通讯科技技术和推行数码经济。

  6.6.7. 本会秘书处职员目前亦有负责更新本会网站的活动讯息。

	 6.7.	 人力资源发展组
    过去两年来，本组共召开了8 次会议。

  6.7.1. 2015年度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学业优良奖励金颁奖礼于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在华商大厦第四楼 
    《文彬堂》举行。颁奖嘉宾是当天出席颁奖礼的理事们。 
    获奖生共有80名，即小学组51位、初中组13位和高中组16 
    位。奖金总数为RM11,200.00, 即小学组RM5,300.00、初中组 
    RM2,300.00和高中组RM3,600.00。每位学生获得“砂拉越欢 
    迎你”以及“2013工商指南”各一本。每组最优秀生另获 
    得镶上镜框的奖状及本会派克笔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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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本组于2016年1月14日（星期四）于华商大厦四楼《文彬 
    堂》安排一项专访，宣传《技职教育讲座会》。出席的理 
    事有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如湘先生﹑李锦新先生﹑ 
    蔡文铎律师﹑该组主任郑佑上先生﹑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校 
    长叶宗元先生﹑古晋中华第四中学校长官晨阳先生及古晋 
    中华第三中学技职科主任官振华先生。
 
  6.7.3. 由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主催、本组于2016年1月24日(星期日) 
    下午1时正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讲堂主办之《技职教育 
    讲座会》获得66人报名出席，包括校长﹑教师﹑学生及家 
    长。主讲人为美里廉律理工学院的刘利伟先生。

  6.7.4. 有关外劳人头税调整及外劳合法化事宜，本组已提呈提案 
    予砂拉越中华总商会，并拟提呈备忘录予首席部长，要求 
    宽容处理外劳人头税及合法化，并且向中央政府争取移民 
    自主权事宜。另也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华商的需求，就任何 
    工商政策正式实施之前能与之协商，听取意见及建议，以 
    让华商雇主能有适当的缓冲期处理相关事宜。

  6.7.5. 本组于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时正在华商大厦四 
    楼《文彬堂》颁发2016年度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学业优 
    良奖励金。获奖生共有74名，即小学组44位、初中组14位 
    和高中组16位。奖金总数为RM10 , 640 . 00 ,  即小学组 
    RM4,500.00、初中组RM2,540.00和高中组RM3,600.00。每位学 
    生获得“砂拉越欢迎你”以及“2013工商指南”各一本。 
    每组的最优秀生另获得镶上镜框的奖状及本会派克笔一 
    支。

  6.7.6.  本组于2016年3月2日（星期三）下午3时正于华商大厦8楼 
    召集一项与本会商团会员代表之交流会议，向他们说明技 
    职认证的重要性及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将造成的影响。出 
    席的代表有本组主任郑佑上﹑古晋姑苏厨业好友会(吴亚声 
    先生)﹑晋汉省建筑商公会（范庆和先生、陈政信先生、 
    Mr. Sim Cheng Tak、林惠光先生）、砂拉越家电商公会 
    (杨子延先生)、古晋省药商公会(甲必丹林瑞钊)、甲必丹黄 
    锦就、李开喜先生、吴潮辉先生及拿督李捷。

  6.7.7. 本组协办，砂中总人力资源发展组主办之“站在海口看世 
    界”讲座，由丹斯里拿督张仕国主讲，于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下午1时正在砂拉越伊斯兰资讯中心之礼堂举行， 
    报名人数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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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本组一行7位代表与砂中总人力资源组代表于2017年1月14 
    日（星期六）礼貌拜会人力资源部部长拿督斯里里察列， 
    探讨有关技职教育与认证课题。会上除与部长交流外，同 
    时亦提出六项课题。出席的理事代表有陈日枝、蔡文铎律 
    师、郑佑上、范庆和、李开喜、甲必丹黄锦就及蔡传展。    

  6.7.9. 由砂中总主催，本组于2017年5月6日（星期六）上午10时 
    正，在华商大厦四楼《文彬堂》主办之“人力资源发展基 
    金” 讲解会获得约60位会员商家报名。人力资源发展部有 
    限公司特别事务官陈媛如小姐以华语主讲。该官员主要讲 
    解(1)需要注册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的对象，(2) 如何从该基金 
    受惠及(3)如何申领该基金。

	 6.8.	 农业组
  过去两年来，本组共召开6次会议。

  6.8.1. 本组已顺利于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下午1时30分在文 
    彬堂举办《银蜂（副业）培殖与管理技术讲座》，出席人 
    数如预期的100人。另，由于讲师要求将部份讲座盈余赞助 
    予马中友好世界燕窝商会，故主任决定把燕窝商会的部份 
    收入RM500赞助予讲师所属的商会。

  6.8.2. 本组在副主任李开喜先生的安排下，于2016年1月3日前往 
    参观三马拉汉Empurau养殖场、燕屋和银蜂农厂。

  6.8.3.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来函要求本会赞助于2016年5月15日举行 
    之三中义卖会，本会经常务会议决定，交本组处理。本 
    组主任联系征求赞助，并获得本会理事林亚德先生赞助 
    牛奶和K&L Farming Industr ies Sdn. Bhd.赞助鸡蛋。本组 
    义卖摊位筹得RM1,285.00。

  6.8.4. 本组已于2016年12月17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在华商大 
    厦第四楼《文彬堂》举办“榴莲飘香”讲座，共80位出席 
    （预算50位），即会员17位，非会员63位。主讲人巫贤先 
    生详尽的讲解和现场示范接枝技术获得出席者的好评。

  6.8.5. 本组组员已于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拜会实 
    蒙谷农业研究中心，获得该中心Dr. Makelin、Ms. Felicia和 
    Ms. Donna接待，并带领组员参观银蜂养殖场和草药种植 
    场。出席的组员有主任卢少奎、副主任李伟城、组员陈玮 
    政和李开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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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马中经贸组
   过去两年来，本组共召开2次会议。

  6.9.1． 本组已于2015年10月14日至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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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 
    会），由于时间紧迫，报名人数很少。

  6.9.2．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已于2016年4月15至5月5 
    日在中国广州举行。本组原与马中进出口商会联合组团， 
    但经发出通告后，反应冷淡，故仅该组主任与马中进出口 
    商会代表随团。

  6.9.3.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已于2016年10月15日在 
    中国广州举行。本组原与马中进出口商会联合组团，但经 
    发出新闻稿及通知书后，反应冷淡，故仅本组主任与马中 
    进出口商会代表出席。

  6.9.4. 中国民营科技国际电商贸易促进会一行12人在该会会长韩 
    跃国带领下，原订于201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在华商 
    大厦第四楼《文彬堂》拜会本会，但由于韩先生临时需出 
    席中国商务部会议，而取消行程。

  6.9.5． 2017年4月份之广交会，本会属下古晋自由车摩托商公会有 
    6位会员向古晋马中贸易进出口商会报名参加。会议也重新 
    决定，往后如有会员有兴趣参加广交会，本会接受并把资 
    料交马中贸易进出口商会报名。

	 6.10.	公共关系组

  6.10.1. 本组将与各理事及青商团继续密切合作，招募更多新会 
    员，增强本会阵容。

  6.10.2. 近年，许多本州同业商家如五金商﹑电器商及汽车零件进 
    口商等，其会员人数亦相当多且各自成立了同业公会。许 
    多大规模的贸易商都归纳入这一类的组织，因而只有其行 
    业总会或单位加入商会。因此，本会亦面对增加会员人数 
    的挑战。每个月有新会员自行申请加入本会会员籍因其了 
    解本会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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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福利组
    过去两年来，福利组共召开了两次会议。

  6.11.1. 本组每年在农历新年前，均向本市各慈善机构发放渡岁红 
    包。本组在此感谢全体理事及外界人士慷慨捐款，本组共 
    发放了两次红包(2016年及2017年)，并赠送卢柑、面巾、浴 
    巾、年糕(小粒) 、香皂、牙膏、饼干、牛奶及饭盒。人数 
    及金额如下：

  6.11.2. 由于空气污染指数已升至不健康水平，本组于28/9/2015前 
    往古晋中华小学第一校及第三校分发口罩予中华小学第一 
    至六校及中中的代表，以便转发予该各校学生。

	 6.12.	青商团
     过去两年来，本团共召开了 6 次会议。

  6.12.1. 本团11位团员：卢少奎﹑王裕华﹑刘宥鸿﹑陈玮政﹑ 
    吴俚葙﹑李开瑞﹑符祥威律师﹑杨岩彬市议员﹑李志明﹑ 
    涂踬慜﹑赖穆宏出席于2015年7月24日在马六甲举行的第四 
    届青商大会。

  6.12.2. 本团“青商手册2013-2015”已于2015年6月初旬出版。

  6.12.3. 本团于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在石角MJC答邦中华公学 
    主办儿童填色比赛。

  6.12.4. 本团于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参与在浮罗岸民众会堂举 
    行的“四小扩建校舍筹款义卖会”。赞助食品给此项义卖 
    会的公司有美香食品有限公司﹑Banana Tree Sdn. Bhd.以及中 
    街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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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5. 本团于2016年2月12日（大年初五）中午12时正在河滨皇冠 
    酒店举办团员新春聚餐。

  6.12.6. 本团5位团员：蔡明龙﹑张毓伦县议员﹑黄冀义﹑鲁婉晶及 
    李春莲出席于2016年6月21日在彭亨州关丹举行的第五届青 
    商大会。

  6.12.7. 本团于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上午8时30分至下午4 
    时30分，与国际时报联办《生命与企业》创业激励讲座， 
    在华商大厦四楼《文彬堂》举行。主讲人为“背包企业 
    家”的颜海錀女士及著名企业家机兴(KHIND)集团总裁郑秉 
    吉先生。出席人数共88位。

  6.12.8. 本团14位团员在本会秘书长蔡文铎律师的带领下，于2016 
    年8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时正式礼貌拜会中国驻古晋总 
    领事付吉军阁下。会上，秘书长提出要求总领事协助促成 
    古晋航班直飞中国各个主要城市事宜，并获得正面回复。

  6.12.9. 本团于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参与在古晋中华第四中 
    学举行的筹款义卖会。美香食品有限公司﹑天合有限公司 
    及Dana Economy Trading Sdn. Bhd.亦赞助食品给此项活动。

  6.12.10. 本团在团长蔡慧强的带领下于2016年11月25日（星期 
    五）前往本州立法议会大厦与本州地方政府部部长拿督 
    沈桂贤医生交流。出席的团员有陈政信﹑张毓伦县议员﹑ 
    王裕华﹑蔡维达﹑黄福庆﹑郑汉雄﹑李伟鸿﹑黄冀义﹑ 
    杨典强市议员及林顺颺。

  6.12.11. 本团于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在华商大厦四楼《文彬 
    堂》，协办由新加坡裴瑞医院主办之“与名医有约-狮城 
    心脏糖尿专科讲座会”。由该院的翁世鑫医生及蔡思颖 
    医生主讲。共120人报名参加该健康讲座。

7.	 主办或协办会议/讲座/对话/交流
 7.1. 本会理事与砂中总理事分别于2015年7月17日及2016年7月6日开斋  
  节首日一起向马来领袖贺节。

 7.2. 由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心主催，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主 
  办，本会协办之《中小企业融资巡回讲座会》已于2015年9月29日 
  成功举行。出席人数约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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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于2016年1月22日于文彬堂举行与私人界常年 
  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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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在国家储蓄银行(BSN)的要求下，本会于2016年9月3日上午10时在 
  “文彬堂”举办国家储蓄银行产品说明会。是项说明会主要为讲 
  解该银行之储蓄证券、单位信托和微型贷款。出席人数约30人。

8．	接待外宾
 8.1. 马电讯(TM)中小企业部门副总经理Puan Roslawati及两位高级职员于 
  2015年5月19日下午2时30分拜访本会。由署理会长李锦新、副会 
  长天猛公刘金荣、副会长拿督斯里蔡展文、秘书长蔡文铎律师、 
  副秘书长刘细畅及财政本曼查高伟宁接待。

 8.2. 中国四川省崇州市政府代表团于2015年6月下旬莅访古晋南市市政 
  局，崇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代表也于6月24日下午5时正在古晋南市 
  市政局与本会签署友好合作协议书。本会于当天晚上6时正在悦上 
  海餐厅设宴款待该代表团，并进行交流会。

 8.3. 大马皇家关税局两位官员Encik Abang Mohd及Puan Norzubaidawati于 
  2015年11月11日上午10时正到访本会，由副会长天猛公刘金荣及秘 
  书长蔡文铎律师接待，双方同意安排于12月在本会举行该局之年 
  度对话会。经几次协商后，敲定在2016年1月22日在《文彬堂》举 
  行。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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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6年3月21日会见本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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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西班牙驻马商务领事Mr. Rafael Matos及其贸易分析员Mr. Alex Foo于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时30分拜会本会。由署理会长李 
  锦新、财务组主任何修华和公关组主任甲必丹黄锦就接待。此行 
  主要为寻求及促进本地与该国企业的合作机会。商务领事也表 
  示，将于明年在古晋举办有关西班牙合作及商机说明会。届时， 
  将寻求本会协助，举办相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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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呈课题/资料
 9.1. 砂中总要求本会就消费税所面对的问题，向会员征求意见及建 
  议，本会经发出通知后，共收获3份课题，并已交至砂中总。

 9.2.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旅游组为汇集我国各民族特色美食，通过砂 
  中总来函要求本会提供美食资料，本会已就其要求把相关资料提 
  呈。

 9.3. 晋汉连华总于2016年6月12日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暨选举，来函邀请 
  本会提呈提案。本会已提呈三项提案。出席代表为拿督沈瑞永、 
  陈日枝、蔡志杰、何金明、何修华、蔡慧强。

 9.4.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于2016年8月13日在诗巫常青大酒店召开2016 
  年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本会已提呈5项提案。

 9.5. 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于2016年9月9日与砂中总对话，本会已就该 
  会要求呈上一项课题，即要求重新恢复古晋直飞至柏斯的航班， 
  以及开发古晋直飞各东南亚国家的航班，以促进旅游业。本会出 
  席对话的理事有刘金荣，蔡文铎律师，拿督黄鸿圣，田松茂，何 
  修华。

 9.6.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和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将于 
  2017年1月主办“团结时光”之活动，为促进全民团结以及维护国 
  家原则。活动项目之一：“团结时光”图片展，为展示中总和各 
  属会推动国民团结的活动图片。砂中总就此事来函要求本会呈上 
  相关活动照片及活动简报，以在该图片展展出。本会已把相关简 
  报及照片呈上。

10．协助会员的要求
 10.1. 从2015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2日为止，本会共协助50位会员申 
  请亚太平洋商务旅游卡（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

 10.2. 本会从2015年6月份至2017年5月份，共协助会员及商家签发了 
  1555份原产地证明书。会员收费RM30，非会员则RM60。

 10.3. 本会共协助两间会员申请国家石油贸易有限公司之国油精明消费 
  卡。

11．参加活动（会议/对话/讲座/讲解会/晚宴）
 11.1. 为配合美里中华总商会庆祝创会90周年庆典，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于2015年9月5日（星期日）在美里举行第47届（2015年）常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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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代表大会。本会共33位代表出席，即李锦新先生，陈日枝先 
  生，天猛公刘金荣，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文铎律师，刘细畅先 
  生，本曼查高伟宁，翁岳春先生，朱昌亮先生，魏铭辰博士， 
  张光福先生，卢少奎先生，李伟城先生，田松茂先生，何修华先 
  生，郑佑上先生，甲必丹黄锦就，吴潮辉先生，蔡明龙先生， 
  何金明先生，张子京先生，郭建发先生，夏忠荣先生，吴亚声先 
  生，王裕华先生，李志明先生，陈伟政先生，吴俚葙先生， 
  叶银珍女士，拿汀斯里胡芝伊，陈亚秀女士，邓丽卿女士， 
  蔡莉萍女士。本会共呈上七项提案，其中六项获大会通过，另一 
  项原不获讨论，过后则改为临时动议，并获得大会通过。

 11.2. 中国驻古晋总领事刘全阁下于2015年11月13日下午6时30分在梨苑 
  大酒家宴请本会12位理事及中资企业。

 11.3.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砂华总及砂董联会于2016年1月5日在古晋帝 
  宫酒店联办中国驻古晋时任总领事刘全阁下饯别晚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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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于2016年1月12日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50 
  周年会庆晚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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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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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砂人联党候选人于2016年3月18日与本会理事及青商举行对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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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于2016年6月22日在彭亨关丹召开第70届常年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5届青商大会。另彭亨中华总商会也配合大会 
  于21日举办70周年会庆晚宴。本会共8位代表参加，即蔡文铎律 
  师、田松茂，范庆和，朱昌亮，蔡明龙，黄冀义，张毓伦和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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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承办之“海外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于2016年10月10日至13日在广东 
  市东方宾馆举行。会上，国侨办领导、广东省政府领导及商务厅 
  等30多个部门和省属企业单位的负责人皆出席座谈会，就如何做 
  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与出席嘉宾进行交流。本会由会长拿督 
  黄国忠及财政本曼查高伟宁代表出席。

 11.8. 孟加拉驻马最高专员署邀请本会参加由孟加拉-马来西亚经贸商 
  会主办、该专员署支持、于2016年12月5日在吉隆坡Royal Chulan  
  Hotel举行之2016年孟加拉贸易及投资峰会。出席者有李锦新，魏 
  铭辰博士，何金明及陈育盛博士。

 11.9. 砂中总于2017年2月17日下午7时在古晋希尔顿酒店举行新春晚 
  宴。本会全体理事及夫人、青商团全体理事及夫人及秘书处职员 
  皆受邀并踊跃出席。秘书处也协助招待。

12．其他

 12.1. 本会推荐在职技工培训及认证-电线领域的周运华先生，已于 
  2015年3月21及22日出席培训课程，本会于6月29日收到由人力资 
  源部发出予周先生之出席证书，并已呈交给他。

 12.2.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交来20份由马中总寄来之实行消费税调查问 
  卷，本会已要求理事填具后，全数交回砂中总。

 12.3. 砂中总交来马中总之大马2015年度上半年经济状况调查问卷10 
  份，本会已要求理事填具后，7份交回砂中总。

 12.4. 秘书处收到由马中总通过砂中总转来之永联资源有限公司之未领 
  股息之股东名单一份。秘书处经逐一查证后，已通知相关会员。

 12.5. 本会就州首长署来函邀请本会推荐2015年度有功人士接受封赐勋 
  衔，所推荐之林亚德先生受封ABS勋衔。另，本会通过砂中总推 
  荐之本曼查高伟宁也受封PBK勋衔。

 12.6. 所得税局于2015年11月18日委派2位职员前来本会进行审查，并已 
  顺利完成。

 12.7.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通过砂中总传来，邀请本会提名由隆雪中总 
  主办之《英雄奖》，本会经3月22日常务会议通过，提名本地一 
  位善心德士司机杨阿水，表扬他自2015年5月份开始，每周三次免 
  费载送一对友族夫妇前往洗肾中心洗肾。颁奖典礼已于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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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在隆雪中总会所举行。本会秘书长蔡文铎律师自费出席及赞 
  助该善心德士司机赴吉隆坡出席颁奖礼。杨先生已进入决赛，并 
  获得奖状。
 
 12.8. 砂拉越中华总商会交来10份中小企业税务调查表格，本会已填具 
  后呈上。

 12.9. 本会收到社会保险机构来函通知，有关1969年社会保险机构法令 
  修改事宜，秘书处已翻译成华文并发出予全体会员。

 12.10. 本会会长拿督黄国忠向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订制了2017年桌历， 
  赠送予中中校董会所有教职员、中华小学校长及校董会职员、本 
  会全体理事、青商团理事及秘书处职员。中中校董会也来函感 
  谢。 

 12.11. 本会受邀并提名由晋汉连华总举办之2017年度《丹斯里拿督阿玛 
  黄文彬精神奖》，甲必丹黄锦就获选《2017年华教服务奖》。

13．出席其他会议/活动

日期	 会议/活动	 出席者 
 
07.05.15 砂州财政部之全国企业 蔡慧强
  发展蓝图讨论会

03.06.15 砂州旅游部之2015达雅 林亚德，陈日枝，蔡慧强
  庆典晚宴

08.06.15 砂州人力资源局之检讨 邓丽卿
  1967年劳资法令及1959
  年职工会法令讲解会

10.06.15 砂州反贪污委员会之 拿督斯里蔡展文
  新办公楼推介礼

15.06.15 大马皇家关税局之与 天猛公刘金荣，何修华
  私人界对话会

20.06.15 古晋福建公会举办新届 拿督斯里蔡展文
  理事、青年团暨妇女组
  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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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15 大马公司委员会举办之 王裕华
  儿童权益及商业条规
  工作营

08.07.15 大马雇主联合会之见面 林亚德，郑佑上
  联谊会

31.07.15 2015古晋节开幕式 田松茂，徐蔡斌，张光福，符致宝

01.08.15 古晋升市27周年庆典 田松茂，何修华

02.08.15 砂旅游局之2015古晋国 魏铭辰博士，何金明，蔡慧强，
  际团结论谈 徐功宁

06.08.15 古晋省公署之2015全国 何修华，蔡慧强，卢少奎，
  中小企业电子付款讲解 徐功宁，王裕华，李志明，
  会  陈界昌，范伟光

08.08.15 古晋广惠肇公会之第40 卢少奎
  届孝亲敬老晚宴

10.08.15 砂拉越发展机构(SDI)之 田松茂
  i-Care about Sarawak讲座

25.08.15 大马统计部（砂区）之 邓丽卿
  2015与社区改变统计
  讲座

27.08.15 大马投资发展局之资讯 拿督斯里蔡展文，何修华，
  分享及对话会 鲁婉晶

29.09.15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2015 蔡慧强之代表
  出口商讲座会

02.10.15 由雪州政府支持主办之 魏铭辰博士，何金明，
  <投资雪兰莪>说明会 甲必丹彭裕华，蔡明龙，何修华

09.10.15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天猛公刘金荣
  之孔诞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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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15 新加坡瑞信银行之中国 甲必丹黄锦就，卢少奎，蔡慧强
  传统医学为主题的晚宴 蔡明龙，甲必丹彭裕华，夏忠荣
    蔡传展，徐功宁及6位青商组理事

26.10.15 修正2001人力资源法令 刘竞骍，蔡志杰代表
  讨论会

27.10.15 大马生产力局之2015砂 蔡明龙，王裕华
  州杰出业务CEO讲座  

30.10.15 砂建筑商总会43周年及 拿督斯里蔡展文，何金明
  晋汉省建筑商公会60周
  年晚宴

01.11.15 隆雪中华总商会之111周 拿督黄国忠
  年晚宴

05.11.15 大马竞争委员会之竞争 林亚德，夏忠荣，何修华
  法令讲座

08.11.15 中中校董会主办之高中 郑佑上
  结业典礼
  
11.11.15 砂厂商联合会主办之砂 何修华
  州劳工最新发展讲解会

19-20.11.15 AZAM之迈向有文化及 何修华，李志明，陈界昌
  有涵养的城市讲座会

24.11.15 UNIMAS之公众与私人 王裕华
  界研究网络

25.11.15 人联党之一个马来西亚 甲必丹彭裕华，林亚德，
  华商贩商基金古晋汇报 郑佑上，徐功宁
  讲座会

11.12.15 砂旅游局之年终感恩晚 天猛公刘金荣
  宴暨砂旅游手册推展礼

16.12.15 晋汉省教育基金2015年 拿督黄国忠，李锦新
  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32



15.01.16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之跨 天猛公刘金荣，田松茂，蔡慧强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砂 张光福，何修华，周振，李志明
  州汇报会 王裕华，鲁婉晶

28.01.16 大马皇家关税局之2016 何修华
  年第34届世界海关日
  砂区庆祝会  

03.02.16 大马交通部之政府与砂 天猛公刘金荣
  州商界对话

04.02.16 古晋中华小学第一校行 蔡文铎律师，林亚德，魏铭辰博政 
  楼落成典礼 士，甲必丹黄锦就，卢少奎

16.02.16 大马中小企业机构之 林亚德，俞国利
  “精益转型”砂州中小
  企业研讨会

18.02.16 CGC 2016农历新年开 天猛公刘金荣，拿督斯里蔡展文
  放门户 蔡文铎律师，魏铭辰博士，邓丽卿

24.02.16 与MAS Cargo对话 魏铭辰博士

28.02.16 晋汉连华总大厦启用礼 蔡文铎律师
  拉采程序

  晋汉连华总新春大团拜、 蔡文铎律师，魏铭辰博士，
  大厦启用暨37周年庆 拿督余民诞，拿督温春熙，
  晚宴 卢少奎，何修华，甲必丹黄锦就 
    蔡慧强，何金明，甲必丹彭裕华
    郭建发

23.03.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ACE 何修华
  Conference推介会暨
  新闻发布会

28.03.16 砂工业关系局之与生产 王裕华，李志明
  力相等的薪金制度讲解
  会

05.04.16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之工 王裕华，俞国利
  业杰出奖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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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6 印尼驻古晋领事馆之颁 蔡文铎律师
  发最佳印尼移民员工奖
  典礼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多 天猛公刘金荣，蔡文铎律师，
  种用途中心》动土礼仪 拿督黄鸿圣，刘细畅，林亚德，
  式  魏铭辰博士，卢少奎，郑佑上，
    甲必丹彭裕华

11.04.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联系 蔡文铎律师，拿督余民诞
  晚宴

  大马公司委员会之2016 何修华
  年度常年对话会

12.04.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2016 何修华，蔡明龙，王裕华
  年出口日研讨会

18.04.16 大马投资发展局之资源 林亚德，何修华，蔡慧强，
  型工业的投资机会说明 王俪瑾
  会

  大马竞争委员会之2010 天猛公刘金荣，夏忠荣
  竞争法令讨论会

21.04.16 与砂州首席部长共进晚 陈日枝，天猛公刘金荣，蔡文铎，
  餐  刘细畅，蔡志杰，林亚德，
    张光福，卢少奎，何修华，
    郑佑上，蔡明龙，甲必丹彭裕华， 
    夏忠荣，周振，蔡传展，刘腾仁， 
    吴亚声，徐功宁，陈政信，
    黄福庆，李志明，李伟鸿，
    鲁婉晶，李佩芳，符祥威，
    包玖松，蔡维达，涂躓慜，
    何国榭，郑雅泰

  马来亚银行之中小企业 天猛公刘金荣，鲁婉晶，陈消惠，
  讲座会 陈界菖，张从强，李钦城

23.04.16 砂拉越大学新春嘉年华 卢少奎
  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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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16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之东 田松茂，蔡明龙，陈海昱
  盟经济共同体说明会

01.05.16 砂广播电台TV2之《你 拿督黄国忠
  怎么说》电台直播节目

09.05.16 第13届（2016年）中 蔡文铎律师，蔡慧强
  国-东盟博览会推介会
  联系晚宴

10.05.16 第13届（2016年）中 蔡文铎律师，魏铭辰博士，
  国-东盟博览会推介会 何金明，蔡慧强，翁岳春，
    吴亚声，何国榭，李志明，
    黄冀义，鲁婉晶

12-13.05.16 东盟-中国企业家座谈 蔡文铎律师，田松茂，蔡慧强，
  大会 卢少奎，卢婉晶

16.05.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与砂企 蔡慧强
  业家联系晚宴

20.05.16 砂州工业发展部之2016 天猛公刘金荣，邓丽卿
  最低薪金令讨论会

25.05.16 国家银行之中小企业融 鲁婉晶，王裕华，陈玮政，
  资援助说明会 何国榭，邓丽卿

30.05.16 马中总主办之2016中总 鲁婉晶
  经济大会 

12.06.16 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之 魏铭辰博士
  印尼产品展开幕礼

19.06.16 古晋药商公会成立40周 拿督沈瑞永
  年庆典晚宴

25.07.16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之 田松茂，郑佑上
  人力资源峰会研讨会 

28.07.16 信贷担保机构之开斋节 刘金荣，蔡文铎律师，甲必丹
  门户开放活动 黄锦就，邓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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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2016 鲁婉晶，邓丽卿
  年大马服装周展销会讲
  解会 

30.07.16 古晋广惠肇公会第41届 拿督沈瑞永
  孝亲敬老晚宴

31.07.16 古晋中华小学第六校雨 林亚德
  盖多用途中心感恩晚宴

01.08.16 人力资源发展机构之开 刘金荣
  斋节2016年门户开放活
  动

06.08.16 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 蔡文铎律师
  会第22次联欢晚会

06.08.16 民主及经济事务组织之 鲁婉晶
  “在大马打击贪污的课
  题及挑战”讲座

10.08.16 砂工业发展部之配合在 林亚德
  上海及悉尼举行的一马
  促进出口促销及印尼贸
  易展销会之说明会

22.08.16 大马财政部之为配合 蔡志杰，魏铭辰博士，何修华
  2017财政预算案而讨论
  有关砂州发展之会议

23.08.16 砂拉越发展局之有关砂 刘兢骍，鲁婉晶，陈俊贤
  州民宿旅游讲座

25.08.16 国内贸易、合作社与消 林亚德，鲁婉晶
  费事务部之砂区食品安
  全说明会

28.08.16 四中《为华教，献爱心 拿督斯里蔡展文
  4.0》义卖会开幕礼

05.09.16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 何修华，田松茂
  会反伊刑法推介造势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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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6 砂拉越华文独中董联会 蔡文铎律师
  主办之第四届马来西亚
  华文独中足球锦标赛开
  幕礼

13.09.16 砂拉越华文独中董联会 郑佑上
  主办之第四届马来西亚
  华文独中足球锦标赛群
  英宴

18.09.16 古晋中华中小学校董会 林亚德
  举办之孔诞午宴

27.09.16 砂青年及体育部之2016 蔡慧强，俞国利
  年砂区国家体育日筹委
  会

07.10.16 砂工业发展部与砂中小 林亚德，何修华，田松茂，
  企业讨论有关中小企业 蔡慧强，刘兢骍，黄福庆，
  发展计划及国家中小企 陈政信，王裕华，鲁婉晶
  业法案草案

08.10.16 诏安会馆80周年庆典 拿督斯里蔡展文，蔡慧强

11.10.16 大马外贸发展局之“了 李志明，王裕华，鲁婉晶及
  解国际贸易之付款方案” 5位会员
  工作营

20.10.16 亚洲战略与领导研究所 田松茂，何修华
  之第三届砂拉越商业和
  投资峰会

25.10.16 砂州工业发展部之中国 李锦新，刘金荣，拿督斯里蔡展文，
  福建省与砂州政府签署 林亚德，魏铭辰博士
  缔结省州友好关系意向
  书

25.10.16 消防部之实行火灾自动 邓丽卿
  警报系统说明会

13.11.16 古晋中华第一、三、四 林亚德，蔡慧强
  中学之高中联合结业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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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16 西班牙经济及商务领事 李锦新，何修华，甲必丹黄锦就
  拜会本会

16.11.16 实蒙谷农业研究中心之 邓丽卿
  SaraChocS推展礼

19.11.16 二小第56届小六结业典 拿督斯里蔡展文
  礼暨颁奖仪式

26.11.16 隆雪中华总商会第112 青商团理事李志明
  周年会庆联欢晚宴

05.12.16 2016年度孟加拉贸易及 李锦新、魏铭辰博士、何金明
  投资峰会 陈育盛博士

14.12.16 北市市政局之成立2017 田松茂
  元宵节庆典委员会会议

27.01.17 大马皇家关税局之2017 拿督斯里蔡展文
  年度第35届世界海关日

03.02.17 南市市政局之与副首相 本会多位理事及青商团员出席
  同庆2017新春午宴

07.02.17 北市市政局之2017年元 拿督黄鸿圣、田松茂
  宵节庆典筹委会会议暨
  巡视场地

09.02.17 四小新校舍落成典礼 拿督斯里蔡展文、林亚德、
    朱昌亮、魏铭辰博士、郑佑上、
    范庆和、蔡慧强

11.02.17 北市市政局之2017年元 拿督斯里蔡展文、拿督黄鸿圣、
  宵节庆典 田松茂、本曼查高伟宁、林亚德
    拿督温春熙、卢少奎、郑佑上、
    甲必丹黄锦就、何金明、甲必丹
    彭裕华、林观桂

16.02.17 大马信贷担保机构之 魏铭辰博士、甲必丹黄锦就、
  2017新春门户开放活动 邓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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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7 国家银行之向出口商讲 蔡慧强、王裕华、李伟鸿
  解外币兑换市场之新措
  施

26.02.17 古晋福州公会之新春敬 魏铭辰博士
  老联欢晚宴

26.02.17 古晋省汽车零件商公会 林观桂
  之新春联欢晚宴

10.03.17 砂州青年及体育部之 青商团理事李伟鸿
  “MIND DISCOVERY”活
  动

10.03.17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 张光福、周振及三位会员
  事务部之2013年商品描
  述（由猪或狗的任何部
  份制作的物品）通令

14.03.17 大马生产力公司之CEO 蔡明龙、青商团理事陈政信、
  Talk  黄福庆

27.03.17 大马生产力公司之2017 林亚德
  中小企业转型讲座会

27.03.17 国家银行之经济前景说 郑佑上、田松茂、周振、刘竞骍、
  明会 青商团理事鲁婉晶、陈界菖及
    4位会员

30.03.17 TM之中小企业商业展 田松茂、郑佑上、蔡慧强、
  （SME TM Bizfest） 何修华、青商团理事黄福庆、
    鲁婉晶、王裕华、沈铂斯、俞国利

07.04.17 民都鲁中华总商会之第 郑佑上
  廿二届理事会及第四届
  青商团就职典礼

18.04.17 大马生产力公司之2017 鲁婉晶
  生产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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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案小组讨论，以下提案被接纳提呈予会员大会批准：-

1. 强烈反对实行由人力资源部所提出之就业保险计划(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人力资源部拟于今年6月提呈国会寻求通 
 过，并于2018年8月1日全面落实有关计划。在目前严峻的经济 
 环境下，强制实行有关计划将增加雇主的负担。

2. 全力支持州政府提升资讯设施，特别是提高网速及覆盖率，并 
 积极推动数码经济。

3. 全力支持州政府成立砂拉越发展银行，这将有助于推动本州经 
 济增长及加快经济转型步伐。

4. 呼吁马航及亚航恢复及开放古晋国际机场的国际直飞航线，同 
 时也呼吁本州政府更积极地向国外推介本地旅游业及吸引外 
 资。因此，本会希望州政府能加大力度提升本地旅游景点的基 
 本设施，加强宣传，并积极与各家航空公司商讨恢复及开放国 
 际直飞航线。

5. 呼吁州政府关注土地价格的上涨，以更务实的宏观角度调整房 
 地产开发计划的密集度政策，让私人界发展商享有与一马房屋 
 计划的相同条件，以落实建造更多可负担的房屋，使人民受 
 惠。

《讨论提案》

71



本会第六十七届（2017-2020年度）理事选举，从2017年4月30日开始接受提名，至5
月5日中午12时正截止，共收到35份提名。由于提名人数刚好符合票选理事人数，因此
无需选举，所有提名之候选人皆自动成为中选理事。名单根据提名先后排列如下:-

《选举第六十七届(2017-2020年度)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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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三名本会产业保管人》

《委任本会查账（审计师）》

本会2015至2017年度之产业保管人为：-

 1． 会长拿督黄国忠

 2． 秘书长蔡文铎律师

 3． 财政本曼查高伟宁

本会2015至2017年度之查账（审计师）为王裕华

会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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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届会员大会共通过七项提案，秘书长已通过秘书处致函有关政府部门及
私人机构陈情。该七项提案也已提呈予砂拉越中华总商会。

至今，秘书处已收到的答复如下（函件请参阅附录）：-

1．大马财政部	
 有关本会要求大马财政部提供消费税零税率的物品清单。该部门于2016 
 年1月5日回函通知，要求本会浏览网站www.gst.gov.my查询相关资讯。

2．砂拉越旅游局
 本会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发展本州的旅游业，特别是生态旅游，并争取在 
 古晋国际机场增加更多国际直飞航班，例如来往中国昆明、深圳、广州 
 等城市，以带动本州经贸成长。砂旅游局来函通知，当时砂旅游部即将 
 与香港航空签署协议，以提供直飞砂州的航班。并希望通过该直飞航 
 线，香港可成为本州乘客的中转站，以转飞至中国南部、日本和韩国等 
 地。希望本会将利用这措施及支持该直飞航线。

《第65届会员大会之提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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