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与我国的经贸往来可追溯到 600 多年前的

马六甲王朝时代。 6 个多世纪前， 郑和七下西洋就有 5

次带着大量中国商品到达现在的马来西亚。 而今， 中国

已连续 10 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5 个主宾国之一，

马来西亚搭建了充满现代气息的国家馆， 充分体现了中

马两国间日益紧密的友好关系， 展现出马来西亚对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承诺和支持。 展区中 “两岛相连” 的

设计， 寓意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在推动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续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传奇
杨逢珉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往来 ，

可追溯到 600 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

历经数百年不曾中断 。 自 2009 年

起， 中国已连续 10 年成为马来西亚

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今年 5 月， 在庆祝中马建交 45

周年之际，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表示， 马政府将致力于继续加强马

中关系， 与中方开展更加紧密和具

有广泛意义的互利合作。

率团参加本届进博会的马来西

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

表示， 进博会将促进马中双边贸易

额增长， 让中国消费者认识更多马

来西亚的产品和服务。

贸易往来数百年至今
从未中断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 由马来

半岛南部的马来亚和位于加里曼丹

岛北部的沙捞越、 沙巴组成， 位于

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全境被南中

国海分成东马来西亚和西马来西亚

两部分。

马来西亚是东盟核心成员之一，

也是 “七十七国集团” 和不结盟运

动组织创始成员国。 马来西亚战略

位置显著 ， 是沟通亚洲和大洋洲 、

太平洋及印度洋的交通枢纽。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 马来西

亚不断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

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电子产业、 制

造业 、 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 ，

从农业导向型经济转型成为一个以

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历史

悠久 。 600 多年前 ， 郑和七下西洋

就有 5 次带着大量中国商品到达马

来西亚。 中马两国建交以来， 经贸

关系发展顺利 。 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 更是极大促进了中马

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 2010 年

以来， 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

作为东盟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

家， 马来西亚已取代新加坡成为中

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而中

国也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 2018

年， 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

口额为 777.7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4.8%， 增速保持高位。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促进两国经贸交往

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主

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从马来西亚对中国

出口的产品情况看，机电产品是马来

西亚对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 ，

2018 年出口额为 149.2 亿美元，占其

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43.4%。矿产品和

塑料、橡胶是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的

第二和第三大类产品。马来西亚自中

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贱金

属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

1996 年， 马来西亚制定了一项

宏伟规划， 提出在 2020 年将整个马

来西亚转型为一个大型信息走廊。届

时， 整个国家将拥有 12 座 “数字城

市”，与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连接；同

时计划吸引大批国际性多媒体公司

在当地经营、发展并开展研发。

2010 年 9 月， 马来西亚政府推

出经济转型计划， 提出将该国建设

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打造 “大吉隆

坡” 计划是其中一项关键政策。 其

目标是让吉隆坡在 2020 年跻身全球

20 座最宜居城市之列， 并进入全球

经济增长率最高城市前 20 名。

2013 年 ， 中国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 希望同有关国家在 “共

商、 共建、 共享” 的原则下， 通过

政策沟通， 开展深入合作。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及国际产能合作过

程中， 马来西亚已经成为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节点国家。

赴马设立区域总部的
中国企业日益增多

中马双方除了在贸易上有着紧

密的合作关系外， 在投资方面也保

持着良好互动。 2016 年， 中国首次

超过美国和日本， 成为马来西亚制

造业的最大外资来源地。

2016 年 9 月， 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 宣布在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亚太区域总

部， 以更好推动国际业务开展。 这

是继中国中铁和中广核后， 又一家

在马来西亚设立区域总部的中国大

型国有企业。

而早在 1996 年， 中国电建的前

身 “中国水电” 就已进入马来西亚，

承建有东南亚 “三峡” 之称的巴贡

水电站。

在 “一带一路 ” 倡议框架内 ，

随着中马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 还

将有更多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设立

区域总部。 这不仅是对马来西亚经

济转型计划的支持， 对接马方对基

础设施建设等的需求， 也是中国企

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通道， 可以

说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数百年中马贸易将绽放耀眼新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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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届进博会 15 个主宾国之

一，马来西亚国家馆设有农业部、初级

产品部、 数字经济发展局等政府部门

和机构展台。此外，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展区有 40 个企业展台，主要展示食

品和饮料产品。

今年进博会的马来西亚展台采用

充满现代气息的设计， 充分体现中马

两国间日益活跃的友好关系———白 、

蓝、 红三大主色调彰显出两国间真诚

坦率、团结奋进的友好关系。这与中马

两国以互尊互信、 公正平等为特色的

深厚友谊一脉相承。

榴莲 、燕窝 、白咖啡一
来再来

对于开拓中国

市场 ， 马来西亚

企业热情很高 。

马来西亚对外

贸易发展公司

首席执行官拿

督旺·拉蒂夫·

旺·穆萨表示 ：

“考虑到中国正

在进一步开放市

场， 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为马来

西亚增强在中国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提供了绝佳机会 。

对我们而言 ， 持续参与中国

的进博会非常重要。”

马来西亚农产品以经济

作物为主，主要有棕榈油、橡

胶、可可、稻米、胡椒、烟草、

菠萝、茶叶等。 榴梿、白咖啡、

燕窝等是中国消费者较为熟

悉的马来西亚产品。 首届进博

会上，产自马来西亚的白咖啡、榴

莲干、糖果、饼干，以及各种传统中

药、特色食品和饮品，颇受中国消费者

喜爱。

“去年，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设立

的马来西亚馆共有 30 个展位，今年增

设到 40 个。参展商品包括零食、咖啡、

燕窝、传统草药、榴莲食品、健康食品

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戴良业

表示 ，商会已经在预定明年的展位 ，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贸易趋紧

的情况下， 开放的中国市场具有特殊

意义。

“为激发参展商的积极性，我们取

消了去年普通标准展位的模式， 投入

近两倍的成本， 以特装搭建的形式来

呈现产品和品牌形象，在展位形象、品

牌定位、 文案宣传等细节上下了不少

工夫。 ”据马来西亚组展方之一、领荟

商务会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振扬介

绍， 马来西亚企业的展品经过了严格

筛选， 标准就是能否为中国消费者带

来更多元、更优质、更愉悦的体验。

“犀鸟之乡 ”许你一个
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作为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和出

口国，马来西亚希望借进博会之机，向

中国消费者面对面展示马来西亚棕榈

油及其相关制品。 马来西亚棕榈

油年产量达 2000 万吨， 占全

世界总产量的 30%左右 。

据中国海关统计 ， 上世

纪九十年代以来 ， 中国

每年都要进口大量棕榈

油用于食品加工业， 其

中近三分之二来自马来

西亚。

服务业是马来西亚最

大的产业部门， 吸收就业

人数占马雇用员工总数

的 60.3％， 旅游业

是其中的重要

部 门 之 一 ，

旅游税每

年可为当

地 政 府

带 来 超

过 2.1 亿

马 币 的

收入。

20 多年

来 ， 马来西

亚已成为中国

民众心目中的度假

胜地之一。 今年进博会上， 马来西亚

将推介一些 “冷门” “小众” 旅游目

的地， 如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

越州。

沙捞越州有“犀鸟之乡”的美称，

其南部与印尼交界，北接文莱及沙巴，

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它由 23 个

族群组成， 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热带

雨林区。美里、鹿洞、诗巫岛等景区，以

及坝柯、尼亚、木庐山国家公园，均是

当地著名旅游景点。

遍尝“大众”农产品
感知“小众”度假地

2018 年总人口 3238.5 万， 其

中马来人、 华人和印度人是占比最

高的三大民族。

201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239美元。

2019 年上半年 ， 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额占其

出口总额的 13.3%， 出口金额 155.7 亿美元。

2019 年上半年 ， 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额占其

进口总额的 20.4%， 进口金额 205.4 亿美元。

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标双子塔。

荨 第 二 届

进 博 会 马

来 西 亚 国

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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