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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华堂《新经济模式》备忘录 

隆雪华堂建议《新经济模式》应专注于下列关键领域： 

• 通过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改革及遵守竞争力的原则，落实良好经济施政 

• 重组联邦与州或地方政府的不均衡经济发展关系 

• 纠正不平衡和过度集中的发展，边缘化领域比如新村和小镇应给予公平的发展拨款 

• 支持及改革处于低端 40%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 

• 遏止人才外流 

• 解决学生辍学问题 

• 公平对待国民型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 

• 增加联邦和州政府的非马来人公务员，特别是经济机构和政府相关公司 

• 为新经济模式和第十马来西亚计划设立一个涉及独立和专业利益相关者的透明和参

与监督系统 

1. 良好经济施政 

为了确保良好经济施政得以实践，主要机构和程序需要被修改或重组，而非纸上谈兵。淘

汰不良的制度和惯例，及检讨整个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制度。一些需要立即关注的主要

机构包括： 

•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 经济策划组 

• 政府相关公司和政府相关投资公司 

• 全国执行理事会和全国执行工作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    

（（（（KPIKPIKPIKPI）））） 

负责单位负责单位负责单位负责单位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公开讨论公开讨论公开讨论公开讨论）））） 

1 确保反贪污委员

会的独立与有效

性 

遴选反贪会成员由国会委

任的遴选小组进行，而非

首相 

联邦政府 / 国会   

成员包括马来西亚反贪污

委员会的顾问团 

向国会负责，而非首相 

赋予反贪会检控权 

反贪会委员若出现任何不

当行为，仅能由国会撤职 

反贪会自行调查全国总稽

查报告和公共账目委员会

报告中的所有不当行为和

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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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个“维护和确保政

治中立”的咨询委员会，

并负责监督反贪会的政治

中立 

2 强化反贪委会的

制衡 

公共账目委员会的授权 联邦政府 / 国会   

州政府 / 州立法议会   

总稽查司的授权 联邦政府 / 国会   

行政中立法案，确保党政

分离，以及惩处任何滥用

行政权力、公共资源图利

本身政党者 

联邦政府 / 国会   

3 加强预算外机构

和官联公司的透

明度和问责制 

预算外机构遵守上市公司

的审查常规 

联邦政府 / 国会   

州政府 / 州立法议会   

预算外机构列入全国总稽

查报告内 

联邦政府 / 国会   

限制官联公司和政府相关

投资公司的受委职员人

数，以制止恩庇政治 

联邦政府   

州政府   

 

良好经济施政并不只限于体制改革，且需立即执行以下的经济原则 

• 所有执行决策和程序需具有优异和卓越的标准 

• 透明度、问责制和廉政作为日常业务的惯例 

• 废除所有配额制、首选制、AP 许可证、秘密招标以及其他非竞争性程序 

 

2. 经济政策决策的权力下放 

在决策方面，州和地方政府应当有更大自主权，以及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比如更高的石油

和天然气百分比收入。 

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和机关应被重组，以确保由在野党执政的州政府不会被联邦

政府歧视。 

根据联邦宪法，各州都被赋予两种基本形式的联邦经费，即按人口计算的补助金以及州级

道路维修金。州政府的其他主要收入来源有地税、伐木税以及其他州税收，显然地，这些

联邦经费是不足的。财务约束已经导致州政府无法满足州内公共基建、服务和其他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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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州政府享有更大的财务权力和自主权将有助于产生更迅速和可持续的发展。以下是

一些行动建议： 

• 为了确保州政府有更大的财务自主权，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税收权力和财务资源分

配应被检讨 

• 支付给州政府的石油税应该从 5%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比率，以及必须直接交给州政

府 

• 如联邦宪法第 109 条文，按人口计算的补助金以及州级道路维修金的数额应被增

加，以便让州政府可以有效地运作，尤其是资源贫乏的州属 

• 在一个特定的期间内（比如十年），沙巴和砂拉越应该获得额外预算资源，以便州

发展计划可以改良生活水准以及提高经济生产力。 

• 财务分配以及工程执行必须完全透明，定时更新最新进展，以防止贪污舞弊和管理

不当 

 

3. 让边缘化新村和小镇成为发展主流 

另一个推动国家发展动力的策略是结合新村的传统工业和已成为发展主流的制造业。目前

普遍的观点是在过去的 40 年里新村在国家发展计划中不被重视。新经济模式必须克服以

往的发展模式，即边缘化的重要社区和有利于发展的小镇。 

虽然新村大部分都是华人，但是多元族群依然是国内许多新村人口结构。如果这些社区获

得基础设施的援助、更好的道路、土地扩展和其他援助，例如给予特别关注于指定地区，

那么这些社区可以为州和国家经济做出重大的贡献。 

所有的要求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发展拨款于新村和小镇。有关的结果是不仅会协助社区脱离

边缘地位，也将成为更持久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4. 支持和改革处于低端的 40% 中小型和微型企业 

为了让新经济模式成功，我国有必要协助中小型企业提升生产价值，特别是那些处于低端

40%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造就经济成长的关键要点。这表示，我们必须提供传统与革

新的科技技术，以辅助中小型企业成长。 

在中小型企业提升价值之际，缺乏资金是最为棘手的挑战。目前的资金援助并没有促成传

统和技术革新企业的形成。与此同时，指导和培育创业援助基金也供不应求。 

除了缺乏资金援助，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也面对着各种问题，这些因素包括能力与管

理、科技和创新、市场资讯，以及提升他们竞争力，如通过认证和品质保证。 

中小型企业不只面对先天不足、有限的能力和缺少竞争力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小型企

业面对地方、州及联邦政府的刁难。比如，县市议会往往延发批准信于中小型企业，另外

中小型企业的业务也因为其他单位延迟发出出口准证、商业执照、扩建计划准证而受到影

响。因此，中小型企业唯有打开贿赂之门。 

中小型企业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难以寻觅适合的土地和场所，特别是在土地成本飙升的

高度发展的城市地区如吉隆坡和雪兰莪，因此中小型企业没有能力合法化土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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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举例了位于双溪毛糯的家具厂和其他中小型企业因为州和地方政府未能给予适当的支援或忽

视厂商面对的问题，而导致中小型企业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 
    

5. 遏止人才外流 

我国人才外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副外交部长于 2010 年国会问答中披露，从 2008 年 3 月

至 2009 年 8 月共计 30 万 4 千 3 百 58 马来西亚人移民其他国家。2007 年的移民人数是 13

万 9 千 6 百 96 人。这表示近 50 万的马来西亚人在 30 个月内移民他国。 

这些移民数字表示我国大量流失各方面的人才、技能、经验、金融和社会资源。如不加以

制止，如此的人才流失肯定削弱马来西亚的经济竞争力。 

虽然政府已积极看待人才和资源外流问题，但是政府过去所采取的措施都以失败告终。第

十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把吸引和留住人才列为重点任务（236-239 页）。隶属首相署的

“专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的成立是为了要解决人才外流问题最新策略。其任

务是“吸引、激励及保留人才为高收入经济所需”。“专才机构”明年将会与政府和私人

领域携手合作推出一个综合性全国人才蓝图，其目的是： 

• 鉴定和量化优先经济领域的人才需求，及制定具体措施加速关键人才管道。 

• 提供全面性人才策略与企业领域配合，以确保符合市场和知识经济之需求。 

除非政府着手处理人才和技能外流的真正原因，否则“专才机构”采取的措施是注定失败

的。众所周知，人才外流的主因是马来西亚人对国家的失望和理想破灭。特别是影响非马

来人和其子女的种族性和歧视政策，已让非马来人感到沮丧和灰心。这些政策表面上旨在

重组社会结构，可是迫使许多人离开我国的主要排斥因素是教育、商业和公共领域。最近

许多年轻的非马来人移民人数与日俱增，许多年轻的马来人已经不能接受及让狭隘的种

族、宗教和政治影响他们的生活。 

政府的“一个马来西亚”和新经济模式点燃了遏止人才流失的希望。无论如何，这需要对

人才外流主要因素做出诚恳和实际的评价，以及强烈的政治意愿和领导消除歧视和狭隘的

政治与政策，并着重培育一个卓越、开放和进步社会。 

    

6. 解决辍学问题 

通过有效的策略、透明和公平的资源分配，我国的教育资源应用于建设在学生的基础上。

“一个都不能少”原则应该是我们主要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重点不应该在于培育卓越的学生，而是应该着重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并尽可能提

升整组学生的学习进度。在充分的援助下，学校有责任减少学生辍学人数。 

从国民型华小和淡小进入国民中学教育体系的学生是潜在的辍学群体。由于教学媒介语从

他们母语变成国语，因此许多学生面对语言转换的困难。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好国语，所以

他们无法了解课堂所教的知识。结果，这些来自国民型小学的学生对上课失去兴趣以及被

编排于学术表现差的班级。最终，他们将会旷课。如果没有强制学生上中学预备班以适应

教学语言的转变，此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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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让孩子成为有缺陷的教育体系的受害者，政府和民间团体必须立即寻找解决方案

克服语言问题。 

解决方案包括： 

• 确保国民型小学的马来文教师拥有双语能力。政府不应该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教导马

来文，不管这些教师是不是华人。这种做法有违教学原则以及影响教学素质，因为

这些被委派的教师无法有效的教导马来文。华人和印度人社会并不反对在华小和淡

小委任教师教导马来文。无论如何，政府应该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华文和淡米尔文语

言的培训，以确保马来文教师可以在班上使用学生的母语。 

• 政府应该指示国民中学特别关注来自母语教育体系的学生，及允许两年的马来文双

语教学。特别双语教学班可以持续进行直到学生适应马来文教学媒介语。 

• 中学预备班应该获得保留。它原先的目的是准备一个过渡期让母语教育体系的学生

可以应付突然改变的教学媒介语。然而，过去的经验显示其目标并没有达成，这是

因为政府没有解决问题源头——不当的课程纲要和不当的教师委派。政府应该检讨

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试图终止中学预备班。政府也有责任设立初中一密集马来文班

给予成绩平平的学生。 

7. 公平对待华文和淡米尔文学校 

1970 年至 2007 年间，尽管国民型华文和淡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分别大幅度的增加了 20

万 7 千 2 百 84 人和 1 万 1 千 2 百 24 人，可是国民型华文和淡米尔文的学校各别减少了

59 间和 130 间，以致学生人数过度拥挤。平均一间华文小学的人数超过 500 位学生，而

城市学校则高达 2000 多名的学生。与此相比，马来文小学的人数平均为 400 位学生。

（请见下表）。政府应该纠正只增建新的国民小学的偏差政策，及立即增建新的华文和淡

米尔文小学。 

 

表表表表:  :  :  :  197019701970197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4200420042004 年学校和学生的增长率年学校和学生的增长率年学校和学生的增长率年学校和学生的增长率    

年份 国民学校 

(马来文媒介语) 

国民型学校 

(华文媒介语) 

国民型学校 

(淡米尔文) 

学生 学校 稠密度 学生 学校 稠密度 学生 学校 稠密度 

1970 1,046,513 4,277 244.68 439,681 1,346 326.66 79,278 657 120.67 

2004 2,300,093 5,713 402.61 646,965 1,287 502.69 95,099 527 180.45 

1970- 

2004 

增减 

1,253,580 1,436 157.92 207,284 -59 176.03 11,224 -130 59.79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1970197019701970 年年年年，，，，2004200420042004 年教育部报年教育部报年教育部报年教育部报告告告告；；；；董总董总董总董总 2004200420042004 年调查报告年调查报告年调查报告年调查报告    

    

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计划下的华文和淡米尔文小学的不公平教育拨款应该被加以纠正。

各源流学校应该按学生人数比例给予公平的教育拨款。 

政府不应厚此薄彼任何各源流学校，各源流学校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拨款、足够的合格教

师以及其他教育器材。不公平的教育待遇将会导致教育素质下降，阻碍“一个马来西亚”

和“新经济模式”下的人力资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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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各源流学校都应享有公平的教育待遇，隆雪华堂提出以下的解决方案： 

• 应用透明和客观的法则，为人口增长、学校规划和家长偏好学校的作出可靠估计。

这些估计应该反映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和年度预算案的财政拨款。 

• 政府应善用“地理资讯系统”，以监督和改进各源流学校的规划和发展。学校规划

政策应极力减少对非马来文源流学校的歧视，以及遏止精英学校或玛拉初级学院的

行政偏差。 

• 依据各源流学校的增长，教育资源应着重培训足够的教师职员。师训中心的教学媒

介语应是学生的母语。 

• 为了确保各源流学校非母语使用者的利益，学校第二语言不应只限于英文，也应包

括马来文、华文和其他重要语言。 

 
8. 增加联邦和州政府的非马来人职员 

隆雪华堂认为联邦和州政府应该向招募非马来人进入公务员体系的柔佛州政府看齐，特别

是政府相关公司和政府相关投资公司。 

各公务员领域应该公开招聘特别是高职位，以便非马来人可以投入政策制定和决定尤其是

经济领域。这将有助于塑造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如新经济模式和第十马来西亚计划所言，

以及引进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外资流入。 

隆雪华堂乐意协助州政府录取更多的非马来人进入公务员体系。 

 

 

9. 透明、参与性和有效的经济监督系统 

为了确保有效地监督新经济模式，以下是必要的条件： 

• 一个涵盖所有有关新经济模式的资料、目标、执行成果和亏损的公开网站 

• 所有经济相关的机密文件（政府采购文件、大道特许经营文件、国油账户）应当解

密，以让公众查阅和监督 

• 联邦和州政府应该推动资讯自由法令，以取代官方机密法令 
 

为了让公众参与监督新经济模式并确保其成功，隆雪华堂着手翻译新经济模式的中文译文

并分发给利益相关者。 

隆雪华堂也计划举办公开研讨会，邀请公众讨论和专家评析第十马来西亚计划和新经济模

式的进展。研讨结果将会呈交政府，作为第十马来西亚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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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Sungei Buloh factory owners caught in a dilemma 

A NUMBER of Temporary Occupancy Licence (TOL) holders in Kampung Baru Seri 
Sungai Buloh have been pocketing fat incomes for almost two decades by renting their 
lots to factories while paying the Land Office only a small licensing fee. 
 
They pay the Land Office a minimum of RM100 annually to renew the licences for lots 
on the agricultural land but charge factory operators the rental rate for industrial areas, 
which is RM0.50 per sq ft. 
 
In the area, a factory usually measures between 10,000 sq ft and 30,000 sq ft (929sq m 
to 2,787 sq m), which means that these TOL holders take home between RM5,000 and 
RM15,000 from each factory every month. 
 
Worse still, as far as the locals are concerned, some of these sites used to be 
government reserve land meant for schools and a power substation.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Furniture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Nelson Tan, who is in charge of government-related affairs, said about 10% of the land 
in Kampung Baru Seri Sungai Buloh occupied by factories had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these TOL holders.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s estimates, the village stretches up to 1,012ha and 405ha 
has been occupied by some 300 factories, most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The area was formerly a rubber estate and has all the while been gazetted as 
agricultural land. However, its proximity to Kuala Lumpur attracted outsiders to move in 
and set up factories while land owners obliged gladly as they could collect the rentals. 
 
Since the 1970s, factories had mushroomed illegally and aggressively in the agriculture 
zone but the government did nothing to stop it. 
 
Following the boom, more wanted to share a slice of the fortune so the TOL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1980s. 
 
Among the local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 agencies had 
resulted in reserve land being alienated as TOL land. 
 
“The factory operators are facing a dilemma as they have to pay the TOL holders and 
landowners despite knowing the factories are illegal. 
 
“Moreover, rentals in the area are still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industrial areas,” Ta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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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 and TOL holders of the land will never want to convert it from agricultural to 
industrial use because the licensing fee and premiums will be much higher,” he added. 
 
He said nevertheless, several owners and operators occupying less than 20% of the 
industrial area had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convert the land use before building factories. 
 
The situation here, now widely known as the Sungai Buloh Industrial Area, is worsening 
with basic amenities in a deplorable state. 
 
Apart from lack of infrastructure, the furniture manufacturers have to also put up with 
pollution, filth, flooding, health issues, escalating crime and corruption. 
 
Danger zone: Even the wiring in the area poses a threat to visitors and workers in the 
area. 
 
The indiscriminately located factories are crammed with stocks, raw materials and also 
foreign workers who constitute 65% of the total manpower. 
 
“The lives of the thousands of occupants here are also at risk because the sub-standard 
facilities can catch fire easily,” the association’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Sally Liew said. 
“To make matters worse, we only have two entry points and one exit point, which are 
always jammed with traffic. Just imagine what will happen to us if something bad takes 
place,” she said. 
 
She said the situation had prompted the association to take a pro-active approach of 
having a furniture c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while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In fact, Malaysia ranks 10th in the world in furniture export with RM8.7bil and Selangor 
is one of the largest furniture makers, contributing about 40% or RM3.5bil to the market 
but a whopping 80% of the furniture factories in the state are illegal. 
 
“These furniture factories can deliver excellent results despite the poor conditions they 
are trapped in and we are optimistic that their growth will be astounding if provided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she added. 
 

 

Source：：：： The Star, Jan. 20,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