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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工法令为员工带来更多保障
                         
                

受限于1955年劳工法令，政府决定就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修改法案以
确保更多员工的权益得到保障。
以下为几项更新后的修订法令：
a) 工资将通过财务部账户支付；
b) 雇主须与劳工供应商/承包商签订合约；
c) 雇主在雇佣任何一名外劳前，必须获得劳工局总监的批准。
d) 新添陪产假。
e) 学徒合同的具体期限最短为6个月，最长不超过2年。
希望雇主留意这些已更新的条规，确保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能遵守最新
的劳工法令。
                                           
                                                      
                                               
            
                                                    
             
                                              
                                                 
       
                                           
                          
                      
                                             
                        
                                                
                                                      
                  

                      

      

消息更新（2022年5月）                   ：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对马来西亚进口部分桌椅及配件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   ）对从马来西亚和中
国进口的桌椅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业界坚决不重蹈美国政府对床垫展开反倾销
调查时产生的延误，马来西亚家具总会第一时间
要求越南工贸部就于  年 月截止的调查问卷
进行展延，相关要求随后也获得批准。
然而，由于越南当局要求申报的信息具敏感性，
大多数的会员拒绝提交相关调查问卷。因此，理
事会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即委任越南一家律师事
务所代表行业处理越南反倾销案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询问，马来西亚家具总会委
任越南律师事务所        处理案件。该律
师事务所主要负责处理越南政府的反倾销案件。
该律师事务所也曾成功为韩国客户打赢了类似反
倾销案件，判决让越南工贸部完全撤销有关韩国
客户的案件诉讼。
处理总会案件的律师费用为 万美元，另加  
的增值税。        将收集有关请愿开档调
查的越南公司资料，以调查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桌
椅是否对越南国内市场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此
外，总会也向马来西亚统计局索取相关资料，如
出口数据和数量等，以协助调查。
在收集和分析数据后，        回应马来西
亚业者有很大机会让越南工贸部放弃对我们展开
反倾销调查。

                                         
                                   
                                    
                                   
                                   
                                   
                                       
                                         
     
                                     
                                       
                                         
                                            
                                     
                
                                       
                                   
                                    
                                       
                                         
                                     
              
                                     
                                   
                                        
                                             
                                        
                                           
                                          
                                           
                                          
                                        
                                      
                        

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在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受调查期间，马来西亚出口到越南的桌椅数量可忽
略不计。根据         的数据显示，调查期间从马来西亚出口到越南的桌椅数量仅为0.16% 和0.07%，
而中国则占越南进口额的91.29%和95.03%。
第二个原因是，在调查期间马来西亚桌椅出口至越南的价值实际上大幅下降，分别为26% 和33%；而从中
国进口的桌椅则大幅上升10%和13%。
        也提出另一个关键原因：马来西亚桌椅的平均价格在2020年大幅上涨了17%，而越南本地市
场的价格仅上涨了1%。在平均价格涨幅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马来西亚的桌椅怎么会对越南本地市场
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至于付款事宜，在经过协商后，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   ）同意协助行业全额支付法律费用以及10%的
增值税。唯，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就此事设下一些条件：如果调查确实发现总会会员在受调查期间在越
南进行倾销活动，所有的费用将会被撤回。
截至2022年5月，第一笔约17,600美元的款项（律师费+10%增值费）已支付；而第二笔款项在总会收到发
票后支付。
总会也在此呼吁所有业者无论出口至哪个国家，都要继续遵守公平贸易的规则，以确保整个家具业能够
共同发展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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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木制橱柜和盥
洗台及组件展开全国性调查

                                              
                             

                代表美国厨柜联盟（   ）於
22.04.2022发出的律师函，要求美国商务部（   ）
展开调查，以确定“在中国制造并在马来西亚进行加工
的木制橱柜和盥洗台（   ）进口木制橱柜和部件”，
是否均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的保护。
美国商务部之前曾对多间涉嫌规避征收反倾销税的个
别公司，就商品编码为9403.40.90、9403.60.80及
9403.90.70展开调查。
共有四份涉及8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调查文件，因涉嫌规
避对来自中国的木制橱柜和盥洗台及组件征收的反倾
销税而被公开。
截至2022年5月，已完成3份调查文件，其中一份仍在
进行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采取的措施是禁止被
调查的产品入境，直到另行通知。
AKCA要求美国商务部裁决的产品，就包括已组装好的
木制橱柜和盥洗台；主要是木制产品，包括橱柜盒，
甚至是“准备组装”类型。
为了防止同样的反倾销漏洞再次被滥用，请愿书中还
要求将在第三国加工的木制橱柜和盥洗台及组件列入
调查；这更使问题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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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申他们的立场，AKCA提出了几项重点。第一个
重点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木制橱柜和盥洗台相似的重
点特征。木制橱柜和盥洗台首先被运往马来西亚进行
加工，然后以自行组装（RTA）的形式运往美国。
第二重点表明，在启动反倾销调查后的33个月期间
（2019年4月至2021年12月），从中国出口到马来西
亚的木制橱柜或盥洗台和零件，其出口量较之前33个
月（2016年7月至2019年3月）明显增加。同期，美国
从中国进口的木制橱柜或盥洗台和零件减少了53.9%，
但从马来西亚进口则增加了279.8%。
有几家中国船运公司也在其网站上公开说明，有方法
将各种货物转运到美国以避免缴纳关税。
投资规模也是AKCA的另一个重点。马来西亚的制作与
进口RTA木制橱柜或盥洗台组件，或组装成完整木制
橱柜或盥洗台相媲美。与从原材料生产木制橱柜或盥
洗台组件相比，它需要的投资规模更小。它最多只投
资在仓储等设施来存储此类物品，但与建造整个制造
工厂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
有鉴于上述所有原因，AKCA特此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此
类产品的制造商、出口商或进口商展开全国性调查。
第二个要求是美国商务部对马来西亚出口商及美国进
口商实施认证要求，以证明商家没有从马来西亚运出
源自中国的木制橱柜和盥洗台。
尽管美国商务部尚未就上诉做出决定，但如果美国商
务部决定启动诉讼程序，马来西亚家具总会敦促所有
收到美国当局发出调查问卷的会员，请务必回复相关
邮件，同时知会马来西亚家具总会秘书处，以防止之
前在马来西亚床垫反倾销的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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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参与NWFA 2022为马来西亚制造的产品带来商机
              

                           

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上个月参与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
帕会议中心举行的2022年NWFA木地板博览会。为其三天
的博览会于2022年4月12日至14日举办，也是全球最大的
实木地板贸易展会。
这第36届展会共吸引了约2,500名的参观者出席，100 家
参展商也借机展示了他们的产品。
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的展摊接待了包括进口商、出口商、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其他对马来西亚地板产品感
兴趣的参观者。这些产品均可替代目前俄罗斯木制产品
目前的空白期。
然而由于运输成本不断上涨，加上美国当地缺乏卡车物
流，导致许多商家被迫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为了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希望这情况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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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木制摩天大楼的崛起
                                 
挪威的米约萨湖畔，坐落着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摩
天大楼米约萨塔；其主体结构由实木构成。这座
建筑物的结构，成为世界各地涌现此结构趋势的
先例。
选择实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环保性质；与混凝
土相比，实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少30倍，甚至比
钢还要低很多。
此外，使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也可大大减少施工
时间。例如伦敦的Stadhaus，一座结合办公室和
住宅的建筑，只用了49周就竣工了，比同等的混
凝土和钢结构建筑快了5个月。与传统建筑相比，
木材建筑还节省了超过300吨的二氧化碳。
目前，密尔沃基一座25层的公寓大楼Ascent 86正
体现了这一趋势。该大楼预计将在今年夏季竣工，
还将超过米约萨大楼的建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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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滞胀 怎样偷走你的钱？
经济滞胀    ª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这个名词出现于50年前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那个时候石油价格一年内从2.9美元上升到12.9美元，翻了4倍。因此，突然之间造成了极大的供给效应波动。全
球面临极高的通货膨胀，美国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85%，1974、1975年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12.5%。
而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5%。
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通膨涨了2至3倍，而且，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所以，新的名词出现，就是经济滞胀。
   ª    名词来自Stagnant，即停滞与 ª    通货膨胀的结合。经济滞胀意味着经济增长乏力而面对高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苗头
过去40年，经济学家致力了解研究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以及如何掌控通货膨胀。所以，上世纪1982年后我们鲜少
听闻通货膨胀，因为经济学家掌握了掌控通货膨胀的手法，即通过美联储的利率调整，和印钞票的多寡来控制通
货膨胀。其中还有就是通过打造全球化供应链把生产成本降低，其中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加入全球化起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
过去两年因为冠病的肆虐，全球四大央行：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和欧盟央行加大印发钞票以抵御封城锁
国带来的经济灾难。
除此之外，因为各国受到疫情影响封城导致供应链中断造成了货物短缺，所以去年中开始，全球就出现了通货膨
胀的苗头。
升息致金融震荡
一开始，美联储不断安抚市场通货膨胀只是暂时性的。结果到了去年12月，通膨失控，今年3月的美国通膨率更
是高达8.5%——40年新高，震惊市场。
美联储今年决定快速加码升息。
今年3月，开始了升息的周期。过去50年的经验显示，每一次美联储升息都会在全球各地造成金融震荡。其中对
马来西亚伤害最大的就是1997和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令马币从1美元兑2.5令吉贬值至4令吉50仙。
从此令吉再也无法回归2令吉50仙兑1美元的兑换率。
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全球的能源，粮食陷入了重大危机，还因此引爆了石油价格一举突破100美元，
创下多年新高。这让本来已经饱受通膨肆虐的全球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全球经济3风险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三大风险：
1 俄乌战争给欧盟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
欧盟对于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随着俄乌战争爆发而引发了尴尬局面。一方面，欧盟跟随美国对俄罗斯
采取史无前例的制裁，另一方面，欧盟每天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只要俄罗斯断气，欧盟经济马上
陷入停摆的窘境，如今情况已在发生。因此，目前欧盟能源价格因俄乌战争而飙升，欧盟经济前景蒙上
阴影。
2 美国高通膨引发美联储加速加码提升利率。
如此导致美国出现了殖利率曲线倒挂。殖利率是指美国十年公债和两年公债利差。根据过去经验，只要
殖利率倒挂，美国经济就会出现衰退。美国股市过去数周动荡不已，而第一季经济竟然出现负增长令市
场更为震惊，而且，美联储升息周期只是刚开始就已令全球多国货币，包括令吉的贬值，影响之大，可
想而知？
3 中国疫情失控，多个城市封城。
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尤其是上海更是高科技生产基地，这次中国多地封城造成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可说
非常的大。在这之前，全球供应链已经非常吃紧，很多产品都缺货，因此导致产品价格不断飙升。封城
对中国本来已经下行的经济更是打击重大。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在扮演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这次中国经济减速对于全球经济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因此，面对全球3大经济体同时出事，对于失控的通货膨胀，我们将引来经济滞胀的风险。这意味我们一
方面需要艰难应对百物腾涨的挑战，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经济放缓的凄惨局面。企业刚刚从冠病疫情的
经济寒冬趴出来，就马上掉进了经济滞胀风险的坑。
价值与价格之争
要知道，经济滞胀是一个极难应对的挑战。
企业老板首先必须对于成本控制非常精细,需要到了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程度。无他，通货膨胀虽然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基于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很多老板为了留住客户，必然会牺牲利润空间。
随着万物涨价，就会压缩利润空间，对于企业现金流和企业未来长远发展不利。
政府此时推出最低薪金制到1500令吉，对于很多企业成本无疑是百上加斤。
迈向工业 4.0
随着新币兑换令吉连创新高，导致很多马来西亚人，尤其是柔佛州企业大量流失员工给新加坡而被迫调
整薪金，这也造成企业必须提升内部效率以抵消成本的上升。
经济放缓加上通货膨胀让企业运营遇上非常艰难选择，产品调整价格怕吓走顾客，不调整价格，利润可
能被成本消耗殆尽。因此，企业必须思考如何打造品牌，提升企业形象，通过价值而不是单纯价格竞争
以在市场立足。
长远来说，企业需要加速迈向工业 4.0 ，通过自动化来抵消员工成本问题。
经济滞胀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所没有经历的挑战。因此，大家必须沉着应对，如此才能够挺过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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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ber Malaysia

Government targets
timber product exports to
hit RM28 billion by 2025

Wooden furniture was the top grosser with exports of RM10.41 billion
Datuk Hajah Zuraida Kamaruddin and Deputy Minister YB
Dato’ Sri Dr. Wee Jeck Seng held a working visit and engagement
session with the Malaysian Furniture Council (MFC) on 9 April
2022 at Dynamic Furniture Industries (M) Sdn. Bhd. in Olak
Lempit, Banting, Selangor.

under the Ministry of Plantation Industries and Commodities
including the Malaysian Timber Council (MTC), Malaysian Timber

were the USA, Japan, Singapor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Various programmes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agencies and councils
Timber Design Incubator Programme (TIMB3R DIP) helmed by
the MTC to develop furnit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o
lead the indust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to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 and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 (OBM).

(MTCC).
Minister Datuk Hajah Zuraida Kamaruddin said the Ministry
was committed to assisting the industry to be more proactive
and competitive and has set a target of RM28 billion worth of
timber and timber products exports by 2025 under the National
Agri-commodity Policy (DAKN) 2021-2030. Within that targe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to export RM19 billion worth of
downstream timber products by 2025.

MTC also introduced the Export Assistance Programme (EAP)
starting last year to help defray the high ocean freight chargers for
timber-based manufacturers.

During her visit, the Minister said that there w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furniture industry this year, with growing global demands
following the decision to move towards the COVID-19 endemic

becaus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depends heavily
on skilled local and foreign workers.
Malaysia’s export of timber products in 2021 was RM22.74 billion
which was an increase of 3.0% compared to 2020 of RM22.08 billion.

Mr. Khoo Yeow Chong, Managing Director of Dynamic Furniture Industries showcasing
one of the products manufactured to YB Minister Datuk Hajah Zuraida.

                               

   

何谓强迫劳工？
                      
强迫劳动是指人们在违背自己的意愿下，以惩罚或威胁的方式做任何工作服务，强迫劳动包括所有的奴
隶制做法、童工、人口贩运、抵押劳工、债奴、征兵制、监狱劳动等，包括合法、非法或是法律所订之
义务。 其中国际劳工组织于第105号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中充分说明与呈现强迫劳动一词。由于
最近出现了许多马来西亚人在海外陷入“工作骗局”案例，大家有必要打击这种违反人权的事件。
根据《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以惩罚作为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
所有工作和劳务“，即被定义为强迫劳动。
以下多种迹象表明一个人是强迫劳动，如：
1.
行动限制
2.
隔离
3.
身体和性暴力
4.
扣发工资
5.
债务束缚
6.
扣留身份证件
7.
恶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由于家具业已开始被美国政府关注，因此希望业者能够确保属下员工过上体面生活；遵守工人宿舍及设
施最低标准法令（第446条文）也是该倡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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