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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20日訊）中國駐大馬大使拿督柴
璽指出，華人祖先百多年前來到詩巫這個美麗
的地方生活及發展之後，使到這裡聚集很多華
人。

“華人在這里展現團結的一面，興建公會
及會館將華人團結起來，但到海外生活就是要
相互提攜及幫助，我相信一百多年來，公會也
為鄉親們做出許多服務和解難，為鄉親穩穩的
扎下根來。”

■華裔與他族和睦
柴璽今午與詩巫福州公會理事交流時指

出，他發現詩巫的華人也能与其他种族和睦相
處，共建美好的將來。

他說，自他上任以來，今日是首次到訪詩
巫，他未來之前早已聽聞詩巫的美名及消息。

詩巫是地廣人稀、資源及物產丰富的地
方，在綠色的大地上，密佈大河及小溪，非常
壯觀。

“抵達詩巫机場就受到常青集團執行主席

丹斯里張曉卿爵士的熱情接待。我從今日下午
開始也對詩巫進行訪問，而首站就安排來詩巫
福州公會，也要感謝主席劉伯舉的接待，且看
到福州公會會所，讓我感到無比惊嘆，認為這
是詩巫最好的建筑物之一。”

■到處中文字感親切
柴璽說，一進詩巫城后，到處可見中文

字，就連路標也有中文字，這讓他感到無比親
切，仿佛到了中國的城市般，所以相信這里的
華人比例比較高，与他日前到過的吉蘭丹相比
形成鮮明的對照。

“吉蘭丹95%是馬來人，而詩巫的馬來人
則是少數民族，這也是我對詩巫最初步的一個
直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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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福州公會主席劉伯舉指
出，中馬兩國依存關系非常

深，但愿大馬的“2020年宏願”和中
國的“中國夢”都能美夢成真，造福
兩國百姓。

“土生土長的我們應該鞭策自
己，為中馬兩國友誼盡一分心力，因
為不尊重歷史的民族，不配擁有未
來。”

劉伯舉在交流會上致詞時稱，中
國駐大馬大使拿督柴璽在我國創下許
多項第一，是首位受封拿督勳銜的中
國駐大馬大使，表示大馬政府和人民
對他所做的貢獻給予高度認同。

“柴璽也是第一位參加吉蘭丹華
堂活動的駐大馬大使。他的感言，即
親眼所見與耳聞有別，印證耳聞不如
目睹，目睹不如身受的道理。”

劉伯舉強調，柴璽是馬中溝通
的橋梁和紐帶，促進互利共贏，“中
馬欽州工業園區”和“馬中關丹工業
園”更是兩國雙園，堪稱史無前例，
這對促進中馬雙方的相互投資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義。

他也說，這是福州公會第一次接
待中國駐大馬大使，無疑也創造出不
一樣的歷史。

中國駐馬來西亞特命全權大使拿督柴
璽伉儷應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

張曉卿爵士的邀請，昨日首次前來詩巫和加
帛展開4天3夜之行，常青集團特別事務總經
理蔡天佑和項目經理徐希仁及常青集團職員
昨早到機場迎接。

柴璽受到蔡天佑（前右）和徐希仁（后
左）的迎接。

左起為柴璽的秘書常珊、柴璽夫人張茹
芬、蔡天佑和柴璽交流。

柴璽對伊班傳統手工紀念品愛不釋手。

柴璽訪詩巫加帛

柴璽首次訪問詩巫
讚華人團結物產豐

劉伯舉：兩國依存關係深

盼馬中夢想成真

（詩巫20日訊）中
國駐大馬大使拿督柴璽
說，馬來西亞已連續5
年是中國在東盟國家中
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
這說明中馬兩國的經貿
融合度及依存度逐年加
深，兩國相互都有需
求。

“如果中馬貿易額超
過一千億美元的話，在亞洲
國家而言，是僅次日本和韓
國，也順勢成為中國在亞洲
的第三個貿易伙伴國及全球
第八個貿易伙伴國，這對只
有2千800万人口的馬來西亞
而言，絕對是一個不得了的
成績。”

柴璽今午與詩巫福州
公會理事交流時稱，中馬兩
國於2009年的貿易總額，因
為金融危机的原因較2008年
少，而2008年貿易總額達到
520億美元。

■今年可突破千億美元
“2010及2011年的兩國

貿易總額都有大幅度增加，
從520億增加到760億美元，

柴璽指出，中馬建交
39年，最近几年，

兩國關系更是實現跨越式及大
幅度的發展。

“首先是兩國政治的互
信增強，因為兩國領導人經常
接触及互訪頻繁，我在這里的
三年多時間，共接待5位中國

中央常委，他們共6次訪問馬
來西亞，這是在很多國家都不
曾出現的情況。”

柴璽說，近几年中馬兩
國關系炙熱，大馬首相拿督斯
里納吉更在2009年首次以首相
身份到訪中國。

“當我來到大馬后，納

吉又兩次到訪中國，而副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及其他內閣成
員，如現任內政部長拿督斯里
阿末扎希及國防部長拿督斯里
希山慕丁也都多次訪問中國。
這為兩國的執法安全，帶來了
非凡的意義。

柴璽說，希山慕丁於今
年10月底到中國的訪問，取得
很好的成果，他在离開北京
前，宣布明年兩國將舉行軍事
演習，證明兩國在政治上的互
信，深化友好關系。

柴璽說，馬來西亞不僅是個好地方，地緣不只優勢，
地理更是突出，而中國也將越來越重視東南亞的發

展，尤其是馬來西亞。
他說，若沒有其他不利因素產生的話，可以預見中馬關

係有大步跨越性的發展，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對在這裡生
存發展的華人是一大福音，有利於華人在這裡生存和發展。

“中馬關係走到今天，華人功不可沒，正如前首相敦馬
哈迪及現任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說，馬來西亞的發展如果沒
有華人的貢獻，將是不可想像。大馬的發展走到現在離不開
華人的貢獻，希望華人可以跟其他民族繼續和睦相處，發揮
華人優勢，並抓住未來中馬關係發展的機遇，為兩國關係的
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

柴璽說，他即將要退休，希望退休前還能以個人身份為
中馬兩國關係的深化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如果中馬貿易額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話，在亞洲國家而言

，是僅次日本和韓國，也順勢成為中國在亞洲的第三個貿

易伙伴國及全球第八個貿易伙伴國。

中國東盟貿易夥伴國

柴璽指出，明年是馬
來 西 亞 旅 遊 年 ，

也是馬中建交40週年，更是
中馬友好的交流年，所以全
年有很多項目要進行，相信
屆時會掀起一股中馬友好熱
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10月來馬進行國事訪問，
馬來西亞方面給予高度的重
視，尤其是首相拿督斯里
納吉將巫統改選大會挪後，
為習近平國事訪問鋪平道
路。”

柴璽稱，在接待過程
中，馬來西亞給予最高層次
的招待，非常熱情及周到，
抵達期間，兩國領導人也多
次進行會談。

“這次訪問是歷史性一
刻，兩國領導者也規劃5年，
甚至是10年的兩國關係發展
方向，相信到了2017年，兩
國的貿易額將達到1千600億
美元。”

■納吉隨父路線訪華
柴璽與詩巫福州公會理

事交流時稱，明年是兩國建
交40週年，雙方計劃多項活
動，納吉有可能會仿傚其父
親敦拉薩的中國訪問路線，
重新走一遍，時間和地點可

能也很相似。
“馬來西亞國家元首有

可能也會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我相信其他的大馬內閣
成員也會隨行。至於中國方
面，我個人認為，中國總理
李克強有可能會實現他多年
來的夙願，對馬來西亞進行
正式訪問。”

■高層互訪促進關係
柴璽強調，這些高層

的互訪對推動兩國關係的作
用，是其他各個方面所無法
替代的，會取得重大的成
果，令人期待。

他說，他多次前往馬
六甲，而馬六甲與中國有
很大的歷史聯繫，中國的
遊客都喜歡前往旅遊，但
無法長時間留住遊客，故
建議古城馬六甲可以跟張藝
謀等接觸，搞個印象馬六甲
（Impression Malacca）或
印象鄭和，目前已簽約成
事，進行編排。

“這種印象演出人數多
達百人，非常壯觀，相信屆
時遊客就會留下來觀看。”

另外，柴璽透露，明年
一對大熊貓來馬將為馬中建
交40周年掀開序幕。

兩
國
建
交
40
週
年

明
年
將
掀
中
馬
友
好
熱
潮

柴璽：領袖互訪頻繁

馬中深化友好關係

發揮華人優勢

抓住中馬發展機遇

中國駐大馬
大使柴璽（左四）
与詩巫福州公會理
事交流。

柴璽（右）打趣的說，他已吃了一整碗美味的黑
橄欖。

詩巫福
州公會主席
劉伯舉（右
二）贈送紀
念 品 給 柴
璽，左起為
詩巫省華團
會長陳發枝
及砂福會長
張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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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到900億美元，而去年達到948億美元，今
年10月份，兩國的雙邊貿易總額已到達825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5%。”

柴璽預計今年年底，兩國的貿易總額甚至有
望達到一千億美元，這是一個歷史性及突破性的
發展。

■兩國央行關係密切
“馬來西亞央行和中國央行的關係密切，最

近馬來西亞央行在北京開設代表處，我相信不久
的將來，中國央行也可能會在馬來西亞開設代表
處。”

柴璽說，中馬之間的貿易利用本地貨幣進行
結算，額度也越來越多，這種互惠已達到1千800
億美元。

另外，他指出，在人民往來方面，中國來馬
來西亞有150萬人次，同樣的馬來西亞到中國也
有150萬人次，加起來有300萬人次，但以中國巨
大的人口而言，僅有150萬人次來馬有點說不過
去，中國去年的出境人次達到8千300萬，但在這8
千300萬出境人次中，只有150萬人次來到馬來西
亞，故馬來西亞在這方面可多作努力。

大馬連續5年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