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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马合作成果丰硕，中国经验

值得 APEC 成员学习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可以追朔至古代丝绸

之路，马来西亚是明代郑和下南洋重要一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马来西亚也是最早响应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之一。

本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前期，

《亚太日报》就本届 APEC 会议、中马合作、双

边关系以及中国 - 东盟关系升级等话题，对马来

西亚交通部长兼马华公会总会长魏家祥博士进行

专访。

记者 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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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对 APEC 成员有借鉴意义

马来西亚是本次 APEC 峰会的主办国。作为

APEC 创始会员国以及 2020 年 APEC 峰会主办

国，马来西亚为举办本届 APEC 峰会做出了许多

努力。

魏家祥介绍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马来

西亚之前的筹备努力遇到了许多阻碍，为了顾及

成员国代表的安全，会议日期和方式随之改变。

但是，马来西亚并未因此气馁，而是把对抗疫情

的项目纳入 APEC 议程中，让成员国们能携手对

抗这一世纪难题。

他说，5 月 28 日，马来西亚以 APEC 的名

义举办了非官方高级官员新冠病毒虚拟会议，并

成功召集了 APEC 经济体成员、APEC 工商咨

询理事会（ABAC）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的观察员。

会上达成 5 份对抗疫情建议书，其中有 3 份是由

马来西亚提出，内容包括建议建立资讯交流平台

以分享成员们对抗疫情危机的政策、建议 APEC

草拟促进关键货品流通声明以及希望成员们能提

供关税减让自主清单。此外，马来西亚还延续了

APEC 在 1994 年提倡的“茂物目标”。

魏家祥说，为了让各成员国能早日实现贸易

和投资的自由化，马来西亚今年提出了“激发人

民潜能，共享繁荣未来”的目标，着重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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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包容性和技术，以及创新和可持续性等

元素。此外，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表示会出席在

11 月 20 日召开的 APEC 经济体领导人会议。马

来西亚将通过这一届 APEC 峰会创造历史，因为

这届峰会大部分会议将采取虚拟形式进行。

中国曾先后担任两届 APEC 主办国，分别

在 2001 年上海和 2014 年北京举行。对于中国

对 APEC 发展的贡献和作用，魏家祥说，中国在

APEC 平台上主持了许多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合作

项目，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基础设

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环境、中小企业

等多个领域。他说，中国现在受到了 APEC 成员

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高度赞赏，各国都从中国

身上看到了发展前景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参考模式。

中国自加入 APEC 以来高度主动参与地区合作进

程，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建设。

魏家祥指出，中国最突出的举动是不断对亚

太地区各国保持开放，使成员们能够从中国庞大

的 14 亿人口及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享受实在的好

处。中国关税水平从参与 APEC 初期的 23% 下

降至 2000 年的 15% 左右，之后又经几次降税，

达到如今的关税总水平不到 6%。此外，中国也

在多方面对 APEC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国政

府曾承诺为 APEC 成员国培训网络技术高级人员

及出资设立“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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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各成员国培训金融领域人才。

他说，近几年，各发展中国家看重基础设施

建设，中国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许

多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庞大资金来源。不仅

如此，近几年，中方还以共享经济的理念推出了

“一带一路”经济计划，让许多国家共享“基础

建设互联互通”的伟大理念。魏家祥说，无可否认，

中国在这几十年来成功带领人民脱贫，并在基建、

减贫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这些成功的

例子对 APEC 成员很有借鉴意义，被纳入了地区

议程并获得广泛讨论。

中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成果丰硕

中马建交 46 年来，两国在各领域取得长足

进步，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马来

西亚作为重要参与国，表达了真诚合作的姿态和

诚意。魏家祥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框

架下，中马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进行了广

泛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如今，马中是彼此可信

赖的朋友和在各方面可互相依靠的伙伴。

魏家祥介绍说，马来西亚有良好的华文教育

根基，有超过万余个合法注册的华人社团和发达

的华文报业，它们都是中马各领域交流的纽带和

桥梁。驻马中国大使馆在马来西亚也充分地发挥

了这些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在本土创立中国文化



11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专刊

中心，推进旅游、智库、青年、留学生等交流，

推动厦门大学在本土设立分校，支持“印象马六甲”

等文化产业合作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以多种形式与马来西亚展开文化交流合作。这是

中国软实力的体现，同时成功与马来西亚人民尤

其华人社区达成了友好的民心相通。

魏家祥指出，中马在各个领域，尤其经济上

的广泛合作，可在马来西亚各大项目中看到。中

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制造业领域涉及多项投资项目，

其中包括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的著

名“两国双园”项目。中国中车也在霹雳州设立

东盟制造中心，使马来西亚拥有了东盟十国中轨

道交通装备技术水平最高、生产能力最强的“铁

路工厂”。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设立总部，

给马来西亚带来很多经济发展机遇。

此外，中国也为马来西亚提供了进军中国广

大市场的机会。现在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包括棕油，毛燕及榴莲等。庞大的中国市场造福

了马来西亚数以万计农户。马中双方一直保持着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各方面互补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因为保持着造福两国人民的初心，

两国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巩固与加深。

魏家祥表示，在数字化时代，中国凭着不对

称竞争的策略在各行各业发展了大量赶超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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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技术，让周围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跨越时代

和克服落后的信心。中国如今在数字化、资讯、

大数据、5G、区块链及其它科技领域有大量的研

究和经验，甚至某些领域已远远超越西方。10 月

19 日，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发布的《2020 年亚

洲实力指数》显示，中国紧追美国排名第二，并

在经济发展上胜于美国。

魏家祥说，中国所取得的实在成果和进步，

让马来西亚更加坚定支持“一带一路”的经济发

展政策。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多次公开表达对中

国的期许和支持。马来西亚两位前首相纳吉布与

马哈蒂尔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前者多

次以实际行动展现与中方的合作友好，而后者曾

称赞“一带一路”倡议是连通东西方、促进地区

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重大机遇。如今马来西亚正

致力于对抗疫情，在未来的后疫情中还将会推广

并努力实现工业 4.0 革命。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能

给予马来西亚重大的帮助。

前不久，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山慕丁表示，

中方已同意一旦成功研制冠病疫苗，会把马来西

亚列为优先接受疫苗的国家。魏家祥说，在未来，

中国的优质产能、充裕资金、先进技术和丰富经

验相信可助马来西亚在后疫情的工业发展上一臂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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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铁路项目将推动马来西亚地区经济发

展

中国和马来西亚同属亚洲新经济体，在双边

层面上具有广泛的利益，中国连续十年成为马来

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基础建设项目合作方面，

双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依然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

对于中马两国在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魏家

祥表示，中马双方在政治关系上保持着互信友好，

在经济上也以互利互惠的政策开展大型项目合作，

各种基础建设都是在中马和善互利的大环境下进

行的。例如在东海岸铁路项目上，中方充分实践

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承诺，让马来西亚本

土公司获得项目 40% 的参与权。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重启，充分体现

了中马友好和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极大提振了

中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市场的信心。魏家祥指出，

东海岸铁路计划已被马来西亚政府视为应立即开

始施工的大型建设工程，马来西亚首相在 3 月 27

日宣布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时，也特别提到东

铁计划将为国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及带来更

多经济效益，尤其是对居住在东海岸地带的居民。

据他介绍，目前东铁计划分为 3 个阶段轨

道路线，第一个阶段是从吉兰丹首府哥打峇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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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嘉楼州的龙运，第二个阶段是从龙运到彭亨州

的文德甲，第三个阶段是从文德甲到雪兰莪州的

巴生港口。财政部下属的马来西亚铁道衔接公司

（MRL）将全权负责东铁计划，马政府已经批准

并且重启东铁首个阶段的路线，即哥打峇鲁到登

嘉楼州龙运的路线。这些工程也已经获得环境局

的环境影响评估以及古迹影响评估方面的批准。

至于最后一个阶段的轨道路线即文德甲到雪

兰莪州的巴生港口，目前马政府正在检视轨道的

连接性、财务以及工程可行性等。东铁计划除了

可以载送乘客，为国人与游客带来方便，也能让

马来西亚火车货运服务（KARGO）达到互联互

通的效果。

魏家祥表示，东海岸铁路项目跨越马来半岛

4 个州，连接东海岸各州首府、重要城镇和关丹港、

甘马挽港，覆盖沿线大约 400 多万居民。铁路工

程竣工后，将带动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这三个

东海岸州属的经济发展。此外，项目的建成还能

减缓马六甲海峡航运的繁忙，同时提高马来西亚

的区域地位，让马来西亚成为重要的海域枢纽。

另外，东海岸铁路项目预计将建设 20 个站点，

用来载乘客以及运载货物，带动商业、物流、贸

易和旅游业等各种领域的发展，在经济和社会上

发挥极大的重要作用。此外，铁路的建设也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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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人民带来不少工作机会，同时为马来西亚

培养铁路建设和运营人才。

魏家祥指出，往更大的层面来看，该项目建

成后将提升马来西亚在区域和国际上的贸易地位。

铁路建成后，配合关丹的深水码头将有效改善马

六甲海峡的交通状况。以往，南中国海及马六甲

的运输贸易船只过于依赖新加坡，造成单一选项

和耗时的问题。得益于东海岸铁路，未来相当一

部分集装箱船可不必绕道新加坡，并可直接在西

海岸卸船经过东海岸铁路运输后在东海岸上船，

或者直接通过陆路进入南亚腹地，大幅度地压缩

运输时间和成本。此外，东海岸铁路项目将可能

同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一道为东盟的

互联互通和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所以，

该项目一旦完成，不仅能给马来西亚输入经济活

力，也能让周边的东盟邻居树立发展区域经济一

体的信心，由铁路拉近彼此的距离，并有机会连

接到 14 亿的世界大消费国市场。

魏家祥补充说，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不只

限于实体建设，也运用在数字经济上，由此也产

生了“数字丝绸之路”之说。他说，现在马来西

亚已和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性合作，建设“数

字自由贸易区”，联手打造中国以外的第一个世

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在阿里巴巴的帮助下，马

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将被打造成物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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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数据一体化的数字中枢，成为马来西亚发

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马来西亚有 97% 的公司

属于中小企业，它们贡献了马来西亚 40% 的国内

生产总值，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的启动将为这些

中小企业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

此外，马来西亚也与华为达成协议发展 5G

技术，并计划在未来联合阿里巴巴、华为以及云

从科技等中国企业发展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当中

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含量可运用在交通工

具与城市管理等领域，可让马来西亚快速迈入未

来的数字时代行列。

最后，中方也推动中国银行成为马来西亚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建设银行在马开设分行，为两

国大规模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大金融支撑。

马来西亚积极助力中国 - 东盟关系升级

马来西亚一直以来致力于加强中马两国在经

济、文化、教育等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马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发展。在推动中国 - 东盟

关系升级，推进东南亚合作进程，促进整个地区

的联通、发展和繁荣过程中，马来西亚也积极发

挥重要作用。

对此，魏家祥指出，马来西亚是东盟的创始

成员国之一，并在东盟的成立、发展和地域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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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冷战期间，马

来西亚是最早建议东盟成员国实践“和平、自由

和中立区”的推动者，这项建议也成为了东盟如

今在各区域与国际政治方面的立场与基础共识。

在发展过程中，马来西亚在 1990 年提议成立“东

亚经济集团”（EAEG），以便打造各成员国有

关经济方面的对话与交流平台。此外，马来西亚

也积极协助其它成员国，尤其在邻国印尼遭遇灾

难时，慷慨提供金钱和人力协助。

魏家祥还指出，马来西亚在推动中国 - 东盟

关系上扮演着相当重要并有影响力的角色。世界

银行《2019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马来西

亚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五位，

在东盟地区仅次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许多东盟

成员国也拥有重要的经济关系。如今，东盟依然

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占马来西亚贸易总

额的 27.1%，贸易额高达约 5092 亿马币。由此

可见，马来西亚在东盟成员当中的经济地位甚高，

也与各成员拥有紧密的贸易关系。

马来西亚是把中国带入东盟圈内的主要推

手。身为东盟创始国之一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当

年第一个与中方建交的东盟国家，同时也是第一

个邀请中国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马来西亚与中

方的合作也起了区域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产

业建设方面，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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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先一步或最早在东盟内展开的马中合作项目。

“两国双园”建设计划成为了东盟创新发展的典

范，让成员国们见证了与中方拓展双方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次及实现互利双赢的机会与成果。马

来西亚在各领域都与中方有合作，尤其在基础建

设、贸易及制造等领域。如今，中方已成为马来

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占了马来西亚贸易总额的

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