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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貴州省“馬來西亞招商引資推介會”

張曉卿：眼光應投向中國西部

抓緊貴州大開發機遇
2012年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社
會又好又快發展的2號文件中已清楚說明了，
貴州必須以加速發展、加快轉型、以推動跨
越為主基調。

（吉隆坡21日訊）
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爵士認為，
作為大馬擁有獨到眼光
和敏銳觸覺的企業投
資家，應該改變過去刻
板，只把投資焦點擺在
中國東部與沿海發展的
思維，並應緊緊抓住西
部大開發戰略的歷史機
遇。

培育特色優勢產業

張曉卿：作為大馬擁有獨到眼光和敏銳觸覺的企業投資家，需改變
過去刻板思維，應緊緊抓住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歷史機遇。

他指出，2012年在國務
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社會
又好又快發展的2號文件中
已清楚說明了，貴州必須加
速發展、加快轉型、以推動

■張曉卿
跨越為主基調。
“同時也大力實施工業
強省和城鎮化帶動戰略，着
力加強交通、水利設施建設
和生態建設，全面提升又好
又快發展的基礎條件，着力
培育特色優勢產業，積極構
建具有區域特色和優勢的產
業體系。”
他今日在中國貴州省
“馬來西亞招商引資推介
會”上致詞時說，貴州也還
要不斷增強發展的動力和活
力，也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自
身需要和時代要求的後發趕
超之路，確保與全國同步實
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
目標。

張曉快 卿工 說業 ，化 貴、 州城 在鎮 加化 加
發展的進程中，也始終把農業
現代化建設、新農村建設放在 快
突出重要的位置，以推進城鄉
腳
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城鄉一體
化發展新格局。
步
“這是貴州未來發展前進
的大思維、大藍圖，也是貴州 走
投資發展的大機遇。我看到的
貴州，還銳意進取，把改革開 向
放作為加速發展、加快轉型、
發
推動跨越的強大動力，不斷破
除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優化投 展
資和發展環境，也不斷提高對
內對外開放水平。”
他說，貴州在過去，一直給
我們國人的印象是貴州地處大西
部，貧困和落後是貴州最主要的矛
盾和特徵，加快提速發展貴州，是
中國國家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
他指出，就因為貴州盡快走
向發展和富裕，是中國大西部地區

與全國縮小差距的一個重要標
誌，也是中國全省平衡發展與
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象徵。
他認為，貴州有它過去發
展既存的弱點，如交通基礎設
施的薄弱、工程性缺水嚴重和
生態環境脆弱等瓶頸的制約。

朝向工業化城鎮化

“但貴州又擁有良好的區
位條件、能源礦產資源豐富、
生物的多樣性和文化旅遊巨大
的開發的潛能。”
他說，貴州也存在着產
業結構單一、城鄉差距較大、
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等問題和困
難；但是，它又面臨着深入實施西
部大開發戰略和加快工業化、城鎮
化發展的重大機遇。
“我們可以這樣說，貴州正
處在一個歷史性、跨越性的關鍵性
大發展時期。”

張曉卿說，貴州發展最好的機遇已經展現在
轉型加快開放水平提高
大家的眼前，加上貴州人“不怕困難、艱
苦奮鬥、攻堅克難及永不退縮”的精神，更為大家
投資貴州，增添更大的信心。
他指出，貴州資源豐富，境內自然風光優美、
民族文化燦爛，有奇山秀水、也有瀑布峽谷，曾被
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弗朗加利先生稱贊為“文化之
州、生態之州、歌舞之州及美酒之州”。
他披露，近年來他可以感覺貴州快速發展的律
動與勢頭，並看到了貴州團結拼搏、轉型加快、民
生改善、後勁增強的良好態勢。
“經濟發展明顯提速，調整轉型明顯加快，開
放水平明顯提高。”

幹部群眾團結拼搏
他指出，單是2011年，貴州就成功舉辦了生態
文明貴陽會議、首屆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

全省平衡發展重要象徵

張曉卿說，貴州在過去，一直給我們國人的
印象是貴州地處大西部，貧困和落後是貴
州最主要的矛盾和特徵，加快發展貴州，是中國國
家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
他指出，就因為貴州盡快走向發展和富裕，是
中國大西部地區與全國縮小差距的一個重要標誌，
也是中國全省平衡發展與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象
徵。
他認為，貴州有它過去發展既存的弱點，如交

暨2011中國”貴陽投資貿易洽談會和全國民營企業
助推貴州發展大會，組織了香港招商等活動，開放
的力度和效果實屬罕見。
他認為，較為落後的發展，也必反映在群眾
幹部的思想與行為。“但是，隨着貴州加速發展的
力度，貴州的各族幹部群眾也開始展示了靈活、主
動、開放和創意的思維，認真貫徹落實國家領導對
貴州工作的最新指示，不但堅持科學發展理念，而
且不斷更新思想和觀念，樹立幹事做事的新激情和
新文化。”
他說，這也拉抬拓寬眼界和視野，使工作品
質明顯轉變，工作效率明顯提高，精神面貌煥然一
新，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新貴州，一個充滿投資機
會的新貴州。

通基礎設施的薄弱、工程性缺水嚴重和生態環境脆
弱等瓶頸的制約。
“但貴州又擁有良好的區位條件、能源礦產資
源豐富、生物的多樣性和文化旅遊巨大的開發的潛
能。”
他說，貴州也存在着產業結構單一、城鄉差距
較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等問題和困難；但是，它
又面臨着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加快工業化、
城鎮化發展的重大機遇。
“我們可以這樣說，貴州正處在一個歷史性、
跨越性的關鍵性大發展時期。”

蒙啟良：中國資源大省之一

貴州將辦2貿易洽談會
（吉隆坡21日訊）
引資推介會”會上指
貴州省副省長蒙啟良披
出，中國政府也希望建
露，貴州將於今年6月
立一個項目一位責任領
間，在香港舉行投資
導、一個服務團隊的工
貿易推介簽約活動，9
作機制，有針對地提供
月則將在省會貴陽舉辦
優質高效服務以及項目
“第二屆中國（貴州）
建成後，由省政府負責
國際酒類博覽會暨投資
督促項目所在地政府落
貿易洽談會”。
實兌現相應優惠政策措
他說，在這兩個活
施等招商引資承諾。
動上集中簽約的項目，
他也說，貴州能源
貴州省政府統一承諾享
礦產資源蘊藏豐富，全
蒙啟良：貴州省
受4個方面的服務，即
省有礦產資源127種，
政府統一承諾享受4
統一列入省政府的重點
其中煤、磷、鋁、重晶
個方面的服務。
督查內容，定期或不定
石、銻、錳、鋰、黃金
期組織開展督查，跟蹤
等48種礦產居全國前10
問效。
位，是中國重要礦產資
“ 其 次 是 對 項 目 在 資 源 配 置 方 源接替區之一。
面的需求予以重點考慮，在環評、核
他說，貴州是全國資源大省之
准、備案、土地供應等行政審批環節 一 ， 面 對 西 部 大 開 發 和 經 濟 全 球 化
實行特事特辦。”
發展趨勢，貴州省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以“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
貴州能源礦產資源豐富
越”為主基調，大力實施工業強省和
蒙啟良在貴州省“馬來西亞招商 城鎮化帶動戰略。

首次在大馬主辦的中國貴州“馬來西亞招商引資推介會”，吸引了超過
200位本地商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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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璽：儘管世
界經濟環境不好，
但中馬兩國的經貿
合作，仍然取得令
人鼓舞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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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右）與柴璽（左）在中國貴州”馬來西亞招商引資推介會上握手問好，中為李深靜。

柴璽：樂觀看待

“中馬貿易可破千億美元”
（吉隆坡21日訊）中國駐馬
大使柴璽對中國和大馬的總貿易
額今年能突破千億美元持樂觀態
度。
他深信中馬最終可實現這項
目標，屆時大馬將繼日本和韓國
之後，成為第三個與中國突破千
億美元貿易額的國家。
柴璽今日出席中國貴州省
“馬來西亞招商引資推介會”，
在會上致詞時指出，中馬兩國的
貿易額佔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的
四分之一。

他認為，儘管世界經濟環境
不好，但中馬兩國的經貿合作，
仍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經濟低迷仍大幅度增長
“今年首2個月，在世界經
濟不好的環境下，兩國的貿易額
仍然取得較大幅度的增長。”
柴璽也指出，中國已經連續
3年成為大馬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大馬也一直是中國在東盟最大
的貿易夥伴。
“2011年，中馬兩國貿易

額突破900億美元，增長率達
21.3%，創下歷史新高。”
他指出，去年4月27和28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
大馬並取得圓滿成功，兩國領導
人去年10月也共同出席中國東盟
第八屆博覽會。
他補充，兩國領袖今年將再
次相會於廣西南寧，兩國領導人
會晤非常頻繁，這對雙方的合作
關係和發展推動作用是其他方式
難以取代的。

黃漢良（左二）贈送紀念品給蒙啟良（中），左為楊天培，右起為李深靜和柴璽。

馬中經貿總商會總會長拿督黃漢良在
致詞時，促請大馬商家不要錯過貴

州領導來大馬招商引資的大好機會。
他說，貴州除了有豐富的礦產，充足的
能源之外，還有親商能幹的省市領導，大家
到貴州投資絕對不會碰到官僚作風，遇到任
何問題可以即時得到幫助和妥善的解決。
“五傑國際集團在1993年就到貴州投資，並在遇到困難
時，獲得貴州各級領導的關懷和幫助。
“我們成功建立的中山路騰達廣場市值好幾億人民幣，房

地產增值以倍數成長。今天國晨百貨租用了廣場門庭若市，經
濟效益非常好。”

讚張曉卿開發常青工業園
他也讚揚丹斯里張曉卿爵士領導的常青集團在貴州開發了
常青工業園，是非常有遠見的投資。
出席今日推介會的嘉賓還包括IOI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李
深靜、馬中友好協會會長拿督馬吉德及馬中經貿總商會永久名
譽會長拿督楊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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