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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马来西亚观察》终于和大家见面

了，这是一份小小的非正式刊物，它由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年

轻团队写作、编辑完成，带着稚气，也带着锐气和朝气。刊

物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和马来研

究中心共同主办，旨在充分利用北外在马来语和马来西亚研

究方面的独特优势，观察和分析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的 新动态，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外语类院校的排头兵，有着共和

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也有着服务国家战略、勇于担当

的优良传统。目前，学校已开设 101 种外国语种，并将根据

国家的战略需要开齐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在此

基础上，学校还将开展对相关国家的研究，实现对相关国家

研究的全覆盖。为此，学校建立了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

院，以整合资源，推进这一战略目标。 

北外是我国 早开设马来语的高校，几十年来，为国家

培养了大批的马来语翻译和外交外事人才。我校的马来研究

中心在我国的马来研究领域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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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我国的马来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世

界格局正经历着数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中国正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迅速崛起。我们是这个新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这

世界格局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风生水起，我

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

景下，作为国内第一份关于马来西亚的专业刊物，《马来西亚

观察》的创办恰逢其时，不仅为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增添了

新的阵地，也将带动学校其他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相关活动。

今后，在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还将创

办一系列此类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刊物。 

本刊设立了“政海沉浮”、“财经瞭望”和“社情观瞻”

三大栏目，分别从政治、财经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介绍和分

析今日马来西亚的现状和发展变化，把握时局走向和趋势，

剖析热点事件背后的政治内涵，勾画政治生态图；跟踪观察

经济数据，汇聚财经要闻，分析 新的经济形势，展现马来

西亚经济形态；聚焦社会文化类热点现象，解读多元文化社

会背后的深层故事，追踪马来西亚社会文化要闻，还原真实

的马来西亚社会。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相关的深度分

析和资讯。本刊的信息来源包括马来文和英文在内的马来西

亚主流媒体和其他相关资讯，力争做到及时、准确、权威和

本土化，与传统的以英文资讯为主的多数其他刊物相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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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作为一个年轻团队的尝试性成果，刊物也许显得稚嫩，

但上述包括语言在内的优势，对多种来源的 新信息的追踪，

从新的角度展开的别具一格的分析，给我校的国别和区域研

究，乃至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柴玺、

黄惠康作为本刊的顾问，他们的指导是刊物质量和权威性的

可靠保证，也必将为本刊增色。此外，在本刊创办的过程中，

我们还得到了来自校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此，也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为本刊的出版做出艰苦努

力和贡献的编委、编辑和作者团队！ 

祝《马来西亚观察》越办越好，为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

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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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鉴 
 
 

 
 

⻢哈蒂尔为何突然辞职 

余  雷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国际关系学院）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于 2 月 24 日下午 1 时正式向国家元首

递交辞呈，随后通过推特宣布辞去土著团结党（土团党）总主席职务。

马哈蒂尔在一天之内接连辞去行政职务与党内职务，目前仅保留吉打

州浮罗交宜区国会议员的身份。当天晚上，马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祖

基发布公文称，国家元首接受马哈蒂尔辞呈。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第 43（2）（a）条款，马哈蒂尔仍为过渡时期总理，有权处理政府事

务，直至遴选出新任总理为止。马哈蒂尔辞职无异于在马来西亚政坛

投下一枚“核弹”。 

辞职或是以退为进 

马哈蒂尔本人并未对辞职原因做出任何说明。有马来西亚媒体猜

测，近期希望联盟（希盟）内部围绕总理职位交接发生的一系列冲突

或许是马哈蒂尔做出决断的导火索。 

马哈蒂尔在 2018 年作为执政党联盟（希盟）候选人赢得大选时

曾表示，会在任职两年后将总理一职“交棒”给希盟 大成员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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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主席安瓦尔。但在其任职期间，马哈蒂尔多次更改说法，并拒

绝设定“交棒”具体时间表。权力交接悬而未决导致人民公正党内斗

不断，亲安瓦尔派与亲马哈蒂尔的署理主席阿兹敏派矛盾逐步升级。

自 2019 年 11 月起发生了阿兹敏缺席党代会、夜会反对党议员等事

件，两派甚至在人民公正党大会时发生暴力冲突。此后也不断传出安

瓦尔阵营“逼宫”马哈蒂尔让位的消息。直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希

望联盟举行了关于总理权力交接的大会，马哈蒂尔在会后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己仍将履行承诺，或将于原定于今年 11 月份举办的亚太经

合组织（APEC）峰会后交棒给安瓦尔。但被问及联盟内部是否达成

一致意见时，马哈蒂尔用微讽的语气表示：“是的，现政府和反对党

一致”。 

2 月 23 日晚，据报道称马哈蒂尔率土团党总裁慕尤丁、人民公

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联合反对党领袖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及伊斯兰党

主席哈迪·阿旺等人觐见国家元首。24 日早些时候，安瓦尔所在的马

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宣布，由于数名党内高层在没有告知中央理事会的

情况下，于 23 日私下会晤其他在野党议员商讨政治事务，公开背叛

所属政党，因此将开除署理主席阿兹敏和副主席祖莱达。阿兹敏则宣

布带领其他 10 名人民公正党国会议员退党，组成议会“独立议员群”

（blok bebas）。这 11 人包含 4 名内阁部长、1 名副部长及 1 名国会下

议院副议长。土团党当日也发布声明称退出希盟，所有土团党的国会

议员也将退出希盟，继续支持马哈蒂尔出任总理。 

截止至 2 月 25 日，希盟在失去了上述两部分共计 37 席（土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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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席，阿兹敏派 11 席）国会席位后，现有席位下降到 102 席，已经

失去执政所需的简单多数。此外，希盟现有的两个盟党，沙巴民族复

兴党（9 席）和卡达山杜顺姆鲁族统一机构（1 席）一直以来都有亲

马哈蒂尔的倾向，随时可能脱离希盟加入新的政党联盟。 

根据现有情况来看，执政的希望联盟已经瓦解，现任内阁也将根

据联邦宪法解散，副总理、内阁正、副部长及政府秘书将被同时解职。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于 2 月 24 日在关于马来西亚新冠疫情 新进展的

推特中表示，这是他以卫生部长身份发布的 后一则信息。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希望联盟的解散也意味着一直等候权力交接的安瓦尔就此

出局。 

在不解散议会的前提下，马哈蒂尔需要联合现有的各党派议员以

及独立议员，重新组建一个新的执政联盟以获取议会多数席位。他至

少需要获取 222 席中的 112 席，才能组成新政府。而根据联邦宪法第

43（2）（a）条款规定， 高元首有权委任一名可能获得下议院大多数

议员信任的下议院议员为内阁总理。据此推测，23 日晚马哈蒂尔携反

对党党魁觐见 高元首时，上述党派已经表示了对其继任总理的支持，

但在 2 月 28 日，支持马哈蒂尔的土团党和阿兹敏派系转而支持土团

党提名的慕尤丁为第 8 任总理人选，后者于 3 月 1 日正式就职。至

此，马哈蒂尔和安瓦尔在此次权力变更事件中双双出局。新内阁也将

由新总理慕尤丁进行提名。 

有学者分析称本次动荡是马哈蒂尔剔除安瓦尔逼宫威胁，引入巫

统的资源巩固其自身地位，组建新执政联盟的举措。但安瓦尔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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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马哈蒂尔会晤后表示，马哈蒂尔向他重申其无意与前朝政府的任

何人合作组成新政府。希盟成员党之一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更

是表示马哈蒂尔辞职旨在粉碎阿兹敏等人的政治阴谋，不与前朝贪污

的政党人物合作，是为了原则而辞职。 

辞职或与希盟执政危机有关 

就笔者看来，马哈蒂尔辞职与希盟的执政危机有关。2018 年 5 月，

希盟以“恢复民主和法治，带来体制和政治改革”为竞选主旨赢得选

举，被民众寄予厚望。然而执政近两年时间，希盟在选民中的执政绩

效与合法性不断降低，在 10 次国会补选中 5 次落败。马哈蒂尔本人

也表示，落败是因为“选民并未感受到希盟执政的好处”。马来西亚

国内的族群议题和贪腐议题仍然是政党舌战的焦点和民众所诟病的

地方。希盟在固打制、华文教育等公平议题上的改革迟滞引发马国华

裔普遍不满。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因希盟内华人基础政党民主行动党

的存在，总是被反对党贴上“歧视马来族”的标签，可谓是两头不讨

好。安瓦尔和阿兹敏的派系斗争更是消耗了希盟内部能量，也削弱了

选民对希盟的信任。相较而言，反对党巫统和伊斯兰党的联盟把握住

了马来族占多数的选民基础，在补选中连连告捷。 

希盟也自知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去年 9 月起就一直有成员党呼

吁从希盟内部进行改革，马哈蒂尔也一直表示考虑改组内阁以推动改

革。本次马来西亚再度“变天”，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和政治矛盾积

累到一定程度的突出表现，也影响着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路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党和脱离希盟的土团党、阿兹敏派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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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以马来族为基础的党派，如果这一阵营 终组阁，那么华人政

党有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的风险，马来西亚或将走上“马来民族主

义”道路。这一方向和希盟及马哈蒂尔呼吁的多元民族社会背道而驰。

所以究竟是重走“马来人至上”的老路，还是坚定多元民主的变革之

路，还需要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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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正党党争事件回顾 

张  澍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20 年 2 月 24 日，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宣布，由于数名党内高

层在没有告知中央理事会的情况下，于 23 日私下会晤其他在野党议

员商讨政治事务，公开背叛所属政党，因此将开除署理主席阿兹敏和

副主席祖莱达。阿兹敏则宣布带领其他 10 名人民公正党国会议员退

党，组成议会“独立议员群”（blok bebas）。这也标志着人民公正党党

内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党争以党内分裂告终。本文将对人民公正党党

争的缘起和演变进行梳理，从而探究人民公正党分裂的原因与后续影

响。 

矛盾双方背景介绍 

安瓦尔早年在巫统内极受马哈蒂尔青睐，被委任为巫统青年团团

长，并于 1983 至 1990 年期间历任国家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农业

部长、教育部长职务，并出任巫统副主席。1993 年他出任巫统署理主

席、马来西亚副总理。然而在 1998 年 9 月，安瓦尔因渎职罪和鸡奸

罪被革除副总理、财政部长职务，随后被开除党籍，并获罪入狱。当

时民众普遍认为安瓦尔是含冤入狱，因此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掀起了为

安瓦尔平反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政治运动，该运动被学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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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来西亚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化的标志性事件。 

在此背景下，1997 年安瓦尔的夫人旺·阿兹莎成立了国民公正

党，后于 2003 年与马来西亚人民党合并组成了人民公正党。2004 年

马来西亚 高法院撤销了对安瓦尔鸡奸罪的判决，安瓦尔被当庭释放。

安瓦尔加入人民公正党，在 2008 年赢得补选顺利成为国会议员和公

正党党魁。2014 年 高法院推翻了此前的无罪判决，安瓦尔被判 5 年

监禁，再度入狱。安瓦尔也因此丧失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仍

旧被视为人民公正党的实权领袖。马哈蒂尔 2018 年率希盟参加大选

时承诺，将在两年后将总理职位“交棒”给安瓦尔。2018 年 5 月，安瓦

尔获马来西亚 高元首特赦，并从妻子手中接过人民公正党党主席一

职，随后又成功赢得波德申区议席补选，再度成为国会议员。 

穆罕默德·阿兹敏·阿里从 23 岁起担任安瓦尔的机要秘书，在安

瓦尔被革职期间仍然支持其领导路线，起初被认为是安瓦尔在人民公

正党内的重要亲信之一。2008 年阿兹敏当选雪兰莪州议员兼国会议

员，但在雪兰莪州州务大臣的竞选中输给了同党的卡立·易卜拉欣。

2013 年大选后，阿兹敏不满卡立领导，在安瓦尔的斡旋下才与之缓和

矛盾。卡立由于诚信问题辞职后，旺·阿兹莎获当时反对党联盟“人民

联盟”的提名，代替入狱的安瓦尔担任州务大臣，阿兹敏表示鼎力支

持。但此事遭到联盟内伊斯兰党的反对。 终，时任公正党副主席阿

兹敏被提名，成功上任州务大臣。 

2018 年安瓦尔出狱，此时旺·阿兹莎是公正党主席、国家副总理

和妇女与家庭发展部长，阿兹敏则在马哈蒂尔的扶持下被委任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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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公正党署理主席。安瓦尔入狱期间，阿兹敏在公正党内部各个

位置安插自己的亲信，多年以来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在 2018 年 9 月

的公正党中央理事会的选举中，阿兹敏派系的候选人大获全胜，在四

个副主席职位中斩获三席，公正党青年团和妇女组的领导人也由其亲

信担任，20 个 高理事席位中，阿兹敏派系占据 15 席。 

党内斗争事件缘起 

安瓦尔派和阿兹敏派的斗争从 2018 年底逐渐显露。2018 年 9 月

公正党举行党内选举，安瓦尔派系的原副主席拉菲兹曾与谋求连任的

阿兹敏角逐党内署理主席的职位，却惨痛失败。安瓦尔执意调查选举

贪腐问题，意指有人贿赂投票人。随后两派在媒体宣传和党内活动中

开展不同形式的论战。 

矛盾激化于 2019 年 6 月，当时来自不同机构媒体的新闻从业者

被拉入一个网络组群，随后爆出一则男男性接触的视频。一天后，原

产业部副部长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视频主角是

他和阿兹敏，并随即报警，声称自己与阿兹敏从 3 年前到现在共发生

过 4 次性关系，阿兹敏是录制性爱短片的惯犯。事出以后，安瓦尔在

媒体面前力挺阿兹敏，指事件是由有政治意图和阴谋的人挑起，手段

肮脏。公正党妇女组组长祖莱达却透露安瓦尔在背后说服她相信视频

主角就是阿兹敏。安瓦尔公开说，如果调查结果属实，阿兹敏需要辞

职。阿兹敏回应安瓦尔“照照镜子”，并公开对媒体表示他认为捏造

视频的幕后黑手就来自公正党内部，暗示安瓦尔蓄意栽赃，两人矛盾

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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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8 月，阿兹敏连续缺席公正党政治局会议，似乎在向安瓦尔

表达不满。 

2019 年 11 月，公正党密集举行了包括第 14 届代表大会在内的

一系列会议，阿兹敏和安瓦尔的内讧也逐渐搬上了公众“戏台”。当

月阿兹敏受邀主持公正党青年团代表大会，在其已经回应同意参与的

情况下，青年团却取消了对阿兹敏的要请，转而邀请旺·阿兹莎主持

会议。阿兹敏表示有幕后黑手在操纵这一切，影射安瓦尔从中作梗，

排挤自己。此前还不时“和解”的两人仿佛彻底决裂，面对媒体也毫不

掩饰对于对方阵营的攻击性言论。 

12 月 6 日阿兹敏在公正党大会上呼吁党内团结，但在演讲临近

结尾时表示，公正党不是靠“一个人”创建。在 12 月 7 日的大会上，

多名中央代表在辩论中影射或暗讽署理主席阿兹敏， 终百余名阿兹

敏支持者集体离席抗议。直到 8 日大会闭幕，他们也没有再出席。另

一边，阿兹敏自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对公正党

的发展功不可没，安瓦尔出狱之后是想“过河拆桥”、掠夺成果。此

时，两个人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党争原因分析 

安瓦尔和阿兹敏的斗争不是单纯的党内矛盾，而是牵扯到多个方

面的利益。阿兹敏和安瓦尔内讧的核心矛盾，还是“交棒”问题，即

马哈蒂尔和安瓦尔的总理之争。马哈蒂尔和安瓦尔这一对曾经的政治

师徒在反目成仇后， 终在 2018 年选举中重新合作。大选前，马哈

蒂尔承诺如果“希望联盟”成为执政联盟，他将在担任 2 年总理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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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职位交给并肩作战的安瓦尔。至此，扑朔迷离的“交棒”大戏正

式拉开序幕： 

一方面，马哈蒂尔迟迟不给安瓦尔以实权。马哈蒂尔虽然承诺任

职两年后将交棒给安瓦尔，但在安瓦尔出狱后却被排除在许多中央决

策事务之外。比如安瓦尔并未进入被视为国家经济 高咨询机构——

经济行动理事会，也没有获得任何内阁职务。且马哈蒂尔关于安瓦尔

终的接任日期迟迟未定，也引发安瓦尔阵营的不满。 

另一方面，马哈蒂尔从公正党内部下手压制安瓦尔。阿兹敏是马

哈蒂尔第一个任期时的部下，外界也普遍认为马哈蒂尔将阿兹敏交给

安瓦尔培养，实则是为了在日后扶持阿兹敏成为在公正党内制衡安瓦

尔的对手。在阿兹敏携亲信脱离公正党前，就有传言说马哈蒂尔要进

行内阁改组，用阿兹敏取代旺·阿兹莎担任副总理，其目的在于阻止

安瓦尔正常“接棒”。阿兹敏和马哈蒂尔在外界看来关系亲密，他被

很多人认为是马哈蒂尔对抗安瓦尔的“王牌”，但这也造成了阿兹敏

在公正党内部的非常尴尬的处境。 

2019 年 8 月，阿兹敏公开发言支持马哈蒂尔担任总理直到届满

（即 5 年任期），被党内亲安瓦尔派的青年团团长阿克马指出是违背

了希盟的约定。阿兹敏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稳定发展，

带领自己阵营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支持马哈蒂尔不“交棒”。而马哈

蒂尔又表示自己会遵守约定，但没有说明明确的“交棒”时间。阿兹

敏和马哈蒂尔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明一暗阻挠安瓦尔

如期当总理，给权力的交接更增添了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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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内讧的影响 

安瓦尔和阿兹敏的斗争无疑给他们个人和公正党的发展带来了

负面影响。 

从个人角度看，公正党内讧损害了两人的个人形象。内讧直接指

向了安瓦尔的领导不力和威信不高，这可能帮助了一旁布局的马哈蒂

尔，给了他拒绝“交棒”的理由。阿兹敏形象同样受损，视频风波和

内讧事件同样可能成为阻碍他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从公正党角度看，两人的分裂让公正党多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源

一分为二，“自废武功”。两位领袖的互相拆台不利于公正党维护健康、

成熟、值得信任的政党形象，这可能给日后大选带来不利因素。 

从希盟整体的政治环境角度看，目前公正党党内分裂已经导致希

盟失去了简单多数的国会席位，也标志着希盟政府就此倒台。这也给

了其他党派可乘之机。反对党的巫伊联盟联合脱离希盟的土著团结党

和阿兹敏派单独组阁，以实现其执政诉求。 

公正党内讧 终以希盟的分裂告终，这也标着安瓦尔和阿兹敏斗

争的进一步扩大。阿兹敏派背水一战脱离希盟成为一支有较大影响力

的独立议员群体，而安瓦尔也确定了其忠心的支持团体。双方后续博

弈将如何发展，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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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政策框架》看“希盟”时代⻢来⻄亚

外交政策 

陈戎轩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19 年 9 月，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马来西亚外交政策框架》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以下简称“《框架》”）。尽管《框架》的

主要内容在马来西亚内阁的诸多表态中已有所体现，但作为希望联盟

（以下简称“希盟”）政府成立后第一份系统性阐释其外交政策的纲领

性文件，《框架》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解读。本文将首先概述《框架》提

出的背景，结合《框架》内容以阐述马来西亚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后分析《框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与挑战。 

《外交政策框架》提出的背景 

2018 年 9 月 28 日，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在第 73 届联

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重点阐明了马来西亚新政府外交

政策重点和方向。随后，2018 年 10 月 15 日，外交部长赛夫丁·阿卜

杜拉向马来西亚下议院提出动议，将马哈蒂尔在联合国的演讲作为新

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基础。这项动议经过辩论，获得一致通过。 

希盟政府之所以要推出这样一份《框架》，并全面地阐述其外交

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发布《框架》是希盟政府作为



政海浮沉                           从《外交政策框架》看“希盟”时代马来西亚外交政策 

 15 

民选政府应尽的义务。相对于正式的外交文件，这份《框架》更多地

带有科普性质，其受众主要是马来西亚公民。《框架》特别凸出了大

众和公民社会在外交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体现了希盟政府试图塑

造的“为选民负责”的形象。 

第二，发布《框架》，是希盟政府增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希盟政府希望尽可能地展现其与国民阵线政府的不同。在制定过程中，

《框架》尽可能地吸纳多方意见，以体现其民主性与全面性：内阁部

长、希盟政府官员、职业外交官、议员、学术界人士、前外交官、企

业家和企业代表、专业人员和民间人士都参与到了《框架》的拟定过

程之中；在内容方面，《框架》强调纠正国民阵线政府在国际社会中

“盗贼统治”的污名化形象，重新提振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 

第三，《框架》是在马来西亚周边外交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

《框架》将南海争端、区域跨境人员流动以及地区恐怖主义作为其关

注的重点领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来西亚提出，要将东盟、以及

同盟主导的多边外交机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面对多边主

义衰落与中美竞争的加剧，马来西亚开始重新强调小国之间的合作。

该《框架》称，“新马来西亚”将更多地发声支持“发展中小国和欠发

达国家的权利”。 

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这份《框架》以“在持续性中变革的新马来西亚”（New Malaysia: 

Change in Continuity）为主题。由此可见，希盟政府在对原先的外交

政策做出调整的同时，也维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总的来说，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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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维持不变的，是其根本目标与基本准则；而发生变化的，是其方式

及关注的重点领域。 

一方面，马来西亚外交的根本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仍然包括三个

主要方面的内容，即维护马来西亚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本国经济发

展利益、以及维护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其基本准则也仍然是在联合

国宪章的框架下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外交的方式和重点领域则有了较多变化。从

方式来看，希盟政府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阵线政府，特别是纳吉布

内阁时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式。第一，希盟政府强调扩大外交

政策的协商范围、体现政府的民主精神。为此，马来西亚外交部主导

成立了外交政策咨询理事会（Consult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Policy），

该委员会扮演政府外交政策顾问的角色。该委员会共有 15 位成员，

其中包括担任主席的外交部长和 4 位外交部代表，其余 10 位则来自

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实业界。 

第二，马来西亚在外交领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框架》强调，

马来西亚尽管是一个小国，但仍然可以通过在国际组织中积极发声，

来为世界性议题做出贡献。在这里，《框架》特别提到要靠拢两类国

家：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南南合作”是马哈蒂尔 1981 年至

2003 年首次担任总理期间施政的一个标志，将重新得到重视，马来西

亚打算促进和领导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

内的合作。同样，《框架》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提升国际穆斯林群

体地位，并明确了马来西亚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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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 2019 年底，马来西亚先后在吉隆坡召开伊斯兰国家领导

人会议、派代表团参加不结盟运动峰会等行为，都是在这份外交框架

下执行的。 

从方向和重点领域来看，马来西亚今后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关注国

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这三个方面。而在“国

家安全”领域中，南海问题是马来西亚关注的重中之重。马哈蒂尔一

直认为，这条关键的国际贸易水道应该实现非军事化。据此《框架》

指出：“从本质上讲，南海应该是合作之海、互联互通之海、共同体

之海，而不是冲突之海、对抗之海。这符合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精

神。马来西亚将与东盟国家一道，积极推进达成这一愿景。” 

《外交政策框架》面临的挑战 

尽管《外交政策框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未来一段时间马来西亚

外交政策的发展动向，但是其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而其面

临的 主要的问题，就是仍然没有摆脱领导人个人色彩浓厚的特点、

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制度性。 

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受到其前几任总理的个性、背景和

领导风格的综合影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已经形成了固化的组织文

化，外交决策也由政治精英所主导，缺乏专业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的

参与。《外交政策框架》作为马哈蒂尔回归政坛后的首份外交思想集

成之作，仍然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 

马来西亚外交部的羸弱也加深了这一风险。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

看，2019 年马来西亚分配给教育部的财政预算比例 高，几乎占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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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政预算的 20%；相较之下，外交部仅得到了财政预算的 0.2%。

这一数额将分配给《框架》指导下的各类外交行为，而且还将用于其

他外事支出，并维持在 100 多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和一般的行政开销。 

综上所述，尽管马来西亚希盟政府提出了《外交政策框架》作为

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份《框架》仍然受马哈蒂尔个人主观偏好和情感

色彩的较大影响，政策的连贯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在马哈蒂尔辞职，

慕希丁就任第 8 届总理后，未来新政府是否仍将延续《框架》的政策

规划，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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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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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图表数据收集 & 制作：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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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中⻢榴莲贸易现状及合作前景 

沈子楷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19 年 5 月 30 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允许马来西亚冷冻

榴莲进口的公告》，意味着马来西亚带壳冷冻榴莲正式被准许进入中

国。此举为进一步打开中马榴莲贸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马

来西亚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榴莲制品仅限冷冻榴莲果肉、果泥以及加

工制成品。 

近些年榴莲在中国水果市场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海关数据

显示，2019 年上半年，中国水果累计进口额 59.8 亿美元，其中榴莲

进口额高达 9.63 亿美元，进口量达到 35.8 万吨，同比分别大幅增长

53.1%和 54.2%。从 2010 年到 2019 年，中国的榴莲进口额增长幅度

达到 700％。相关行业人士预计该数额还会有更高的增长，从 2017 年

到 2023 年，中国的榴莲总进口额有可能再增加 50％至 60％。 

当前，中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国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其中泰国出口

量 大，也是唯一获准向中国出口鲜榴莲的国家。泰国商业部统计显

示，2019 年上半年，泰国出口中国的榴莲总额达 4.2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0%。而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数据显示，同期马来西亚出

口中国的榴莲总额仅为 98.7 万林吉特（约合 23.7 万美元）。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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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主席伊沙克（Ishak Ismail）称，2018 年马

来西亚榴莲对华出口额为 945 万林吉特（约合 226 万美元），与泰国

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马来西亚迫切希望从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多分一

杯羹。 

 
图 1 2013-2018 年中国进口榴莲金额 

 

中马榴莲贸易历史由来已久。2007 年 11 月马来西亚获得冷冻榴

莲果肉和果泥的对华准入许可，一举带动了马来西亚商业榴莲种植园

的开发和榴莲生产行业的发展。2011 年，马来西亚冷冻榴莲果泥及果

肉首次出口中国。2018 年 8 月，马来西亚与中国成功签署了议定书，

并按照中方要求提交了符合规范的榴莲种植园清单以及加工设施清

单。 

中国对于马来西亚榴莲进口的特殊要求与当地采摘榴莲传统有

着密切关系。马来西亚的传统是等榴莲成熟掉落后再收集，自然熟透

的果肉味道更加浓郁。但落地的榴莲壳上容易沾带土壤细菌，且熟透

的果肉只能在常温下保存 48 小时。因此在经过筛选、清洗之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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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为鲜果，供应马来西亚国内和新加坡，另一部分采用液氮技术

冷冻保鲜，再进行加工、包装，出口到中国。抵达公司在中国的仓储

中心之后，再流向二级渠道，包括水果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等。如今，

随着相关规定的出台，马来西亚果农开始在树下拉网拦截，防止熟果

掉落在地上，以满足中国的进口标准。除此之外，一些大宗采购的客

户也会直接与马来加工厂合作，从源头开始把控榴莲成熟与转运时间，

把供应链环节压得更短，使产品在销售端性价比更高。 

相比之下，泰国榴莲通常是在七成熟时由人工采摘，经过一系列

复杂运输过程后到达消费者手里时，榴莲刚好差不多成熟。这类鲜榴

莲往往操作风险大、品控难，如催熟剂量的把控，在报关和运输中会

否因耽搁而导致坏果等，因此过去经营榴莲品类的天猫商家并不多。

而冷冻榴莲供应链各环节更为完善，品质更有保障，带壳榴莲获准进

入中国之后，天猫经营榴莲品类的商家数量快速增长。 

随着进口要求的更新，马来西亚榴莲的出口渠道和路径也越来越

多样化。2018 年 11 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与马来西亚本地

榴莲供应商签订出口冷冻带壳猫山王榴莲至中国的战略合作协议。作

为首个海外共建国，马来西亚也通过马云所倡导的 eWTP（世界电子

贸易平台）协议，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帮助当地生产榴莲的中

小企业更便捷地参与全球贸易。2019 年 9 月，在阿里巴巴与马来西

亚政府举办的第二届“马来西亚周”活动上，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

部长达雷尔·雷京和阿里巴巴合伙人、蚂蚁金服董事长兼 CEO 井贤

栋以淘宝直播的方式，在线上销售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此前在天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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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期间，猫山王榴莲在天猫、盒马、淘宝吃货三大平台联合首发。

据统计，在两个月时间内，马来西亚共向中国出口 565 吨整颗榴莲，

累计创收达 2430 万马来西亚林吉特（约 4100 多万元人民币）。 

在各项利好加持下，2019 年马来西亚榴莲贸易额同比增长近

100%。此前中国对马来西亚榴莲的进口量较小，中国消费者对马来西

亚榴莲的认知度并不高，因此马来西亚当地果农面临迅速扩张种植园

的需求。为适应急剧增长的进口量需求，马来西亚政府也制定了相关

政策，正在积极推动当地榴莲种植业及加工业的升级。 

一方面，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正积极与马来西亚出口商及中

国进口商开展密切合作，举办丰富的活动以提升马来西亚榴莲在中国

的知名度。主要形式有参加东盟博览会、进博会等大型国际贸易博览

会；推广“榴莲之旅”，吸引中国游客到马来西亚的榴莲果园体验收获

季；发展榴莲下游产业，将榴莲加工成各种榴莲产品出口，如榴莲冰

淇淋、榴莲咖啡、榴莲月饼等。 

另一方面，为抢占市场份额，马来西亚政府鼓励果农大规模种植

榴莲，计划到 2030 年将榴莲出口量提高 50%。政府将为果农制定榴

莲产业发展方案，并向他们提供信息和培训，鼓励产业园升级新型农

业系统。通过新型智能农业系统，产业园能够更好检测榴莲生长所需

的空气温度和湿度、土壤湿度和 pH 值等各项信息，以确保榴莲产量

及质量。 

销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暴露出马来西亚榴莲生产的一些固有问题。

由于天气和气候影响，马来西亚榴莲产量不固定，供需不平衡现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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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例如当地 “猫山王”等主打高质量高价格的榴莲品牌，受气

候影响在短时间内果园采购价甚至会从 8-10 林吉特/公斤，涨到 30-

40 林吉特/公斤。榴莲价格受市场拉动变化过大，对当地消费市场影

响不利。另一方面客户也无法确切规划开支，难以扩大业务。同时，

马来西亚大面积扩大榴莲产量，也面临森林生态保护、基因多样性保

护等诸多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配合，推动榴莲生

产走向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自马来西亚带壳冷冻榴莲获批出口中国以来，马来西

亚榴莲销量同比不断翻倍，2020 年出口额相较 2019 年可能将提升近

10 倍以上。有业内人士表示，“未来中国的马来西亚榴莲会是一个百

亿级的市场。马来西亚种榴莲树的速度将远赶不上中国榴莲消费的速

度，并且市场增长仍在继续，还没到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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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棕榈油产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展望 

范诗雨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17 年 2 月 24 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马来西亚将在 2019 年底

强制实施可持续棕榈油(MSPO)标准。该标准的实施时间由三个阶段

组成：已获得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机构（RSPO）认证的人工林产

业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实施；未获认证的人工林产业公司

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实施；小农户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

施。MSPO 标准的实施使马来西亚棕榈油生产过程的管理与许多欧洲

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保持一致。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棕榈种植业的无

序开发和棕榈油精炼行业的过度扩张长期受到欧盟国家的诟病。

MSPO 标准的强制实施也被视为是对欧盟国家批评后的政策回应。 

马来西亚棕榈油业发展回顾 

棕榈油产业长期以来对马来西亚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

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世界第二大棕榈油出口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

亚两国棕榈油总产量占全球棕榈油市场的九成份额。根据马来西亚棕

榈油委员会的数据，2018 年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达到 1950 万吨，占

全世界总产的 30％左右，对马来西亚 GDP 的贡献约为 4.5%。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降低马来西亚经济对橡胶和锡矿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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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施多样化发展的经济战略，扩大棕榈树的种植面积以发展马来

西亚的棕榈油产业。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逐步成为世界上 大的棕

榈油出口国，国内棕榈树的种植面积也由 1975 年的 64 万公顷增加到

2012 年的 510 万公顷，占全国耕地的一半以上。如今的棕榈种植业

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当之无愧的农业支柱产业。 

棕榈树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马来西亚国内从事棕榈油产业的雇

佣工人数量也在逐年增长。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降低土著居民的贫

困率和失业率，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在棕榈树种植园

周边开展土地安置项目。大量土著居民通过安置项目从事棕榈油产业，

成为种植园或提炼工厂的雇佣工人。1974 年至 2017 年，马来西亚国

内棕榈油产业雇佣工人的数量由 初的 7 万人增加到 43 万人。 

此外，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还鼓励私人将老橡胶园、老椰子

园改种油棕树，以提高单位面积经济作物的产值。政府为棕榈油生产

商提供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因此在这一时期大量私人企业投资棕榈油

产业。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分提工艺的出现使得棕榈油提炼工业产

量提高、纯度提高，棕榈油的销量进一步扩大。油棕树随之成为马来

西亚的“黄金作物”，不仅帮助当地农户摆脱了贫困，还孕育出了世

界级的农产品巨头公司如森那美（Sime Darby）公司等。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业发展困境 

快速扩张的棕榈树种植园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

明显的副作用。其中环境和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棕榈树作为一种外来经济作物，在马来西亚扩大种植面积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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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是砍伐森林。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数据显示，2000 年

至 2018 年间，棕榈树种植业造成婆罗洲至少 39%的热带雨林损毁。

毁林导致了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土著部落生计受到威胁等一

系列问题。棕榈种植园公司也抢占了土著世代赖以生存的空间与资源。

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油棕种植公司与当地隆德兰·卡南部落之间的

冲突仍然尚未解决。 

同时，马来西亚棕榈种植业产业集中度较低，导致了该产业的无

序性。从棕榈园持有情况看，马来西亚棕榈树有 61％归私有棕榈园所

有；16.9％的棕榈树由小农户持有；16.1％由三家大企业集团持有；

约 6％的棕榈园由州或政府机构持有。小型种植园和小农户为了扩大

经济收入而大量开荒，使得自然环境明显恶化。绝大部分棕榈树由私

人棕榈园所有、散户棕榈树占有率高的状况使得政府难以监管这一行

为。 

对此，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组织呼吁消费者抵制棕榈油，并掀

起了一股反棕榈油的潮流。作为马来西亚棕榈油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欧盟在 2019 年 3 月通过法律，决定在 2030 年前淘汰可再生燃料中的

棕榈油，以保护热带森林。马来西亚谴责欧盟借此对马来西亚开展“贸

易战”、试图以此抑制马来西亚发展。但是欧洲消费者协会坚称，这

一决定完全是基于对环境的考虑：长期使用棕榈油将会导致棕榈油原

产地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近期马来西亚频频发生的雾霾和印度尼

西亚山火正是这一产业盲目扩张带来的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棕榈产业的长期扩张除了给马来西亚带来环境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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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也使该产业陷入需求下降、供过于求的困境。 

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应对策及实施效果 

随着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尤其是热带雨林保护的重视，马来西亚

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该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为了引导、管理和协调棕榈油业的发展，提升该行业的整体水平，

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马来西亚政府在 2005 年出台了《马

来西亚棕榈油业许可证管理办法》、《马来西亚棕榈油业质量管理办

法》、《马来西亚棕榈油业合约登记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一度改

善了马来西亚的环境污染状况且效果显著：马来西亚棕榈油的产量显

著增大，而污染排放量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为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马来西亚棕榈油署实施三大战略：采用高科技技术、基因技术，先进

的园林管理技术，增加棕榈油总体收入战略；充分开发副产品，采取

零废品战略；拓展油脂和非油脂产品，实行产品增值战略。通过三大

战略，马来西亚在出口棕榈油的同时增加副产品的产出，提升棕榈油

产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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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棕榈油业不同产品出口占比（数据来源：马来西亚棕榈油署） 

 

为了缓解产业盲目扩张的问题，马来西亚政府于 2013 年 11 月 19

日宣布开展马来西亚标准可持续棕榈油（MSPO）标准认证——

MS2530：2013。依靠 MSPO 认证，国内市场准入更加严格。政府希

望借此改善产业无序性的现状、确保棕榈油的可持续生产。2017 年 2

月 24 日，马来政府宣布马来西亚 MSPO 认证计划成为强制性要求，

所有种植园公司和自耕农必须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请 MSPO

资格证，这标志着 MSPO 认证将成为马来棕榈油质量的一项强制性

门槛。这一门槛将部分厂商排除在该行业之外，起到限制棕榈种植业

和棕榈油精炼行业过度扩张的作用。 

即便如此，欧洲环境保护组织依旧对棕榈油的使用持反对态度并

且强烈要求欧盟削减棕榈油的进口。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在改善棕榈

油产业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新的市场。 

在国际市场中，得益于2019年马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MICECA）

的签订，印度棕榈油进口需求量较 2018 年提高 75.4%。2019 年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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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口 441 万吨棕榈油，占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的 23.9%。此外，

2019 年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棕榈油出口市场，进口量达 249 万

吨，较 2018 年增长 33.9%。受与美国的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对豆

粕的需求下降，对作为替代品的棕榈油需求提升明显。 

除了开辟新的国际市场，马来西亚也在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棕

榈油向生物柴油转化。马来西亚国内现行的 B10 生物柴油计划是在

运输燃料中掺混 10%的生物柴油。2020 年 1 月，马来西亚原产业部

部长郭素沁发表声明表示，马来西亚将实行新的 B20 生物柴油计划，

预计该计划将多吸收 50 万吨棕榈原油产量。目前该计划已经在吉打

州的兰卡威岛启动，并将于 2020 年分阶段在全国推广。该计划在马

来西亚的推广将扩大棕榈油的国内市场，减少库存问题。 

发展前景展望 

综上来看，目前马来西亚棕榈油业的发展面临国内生态环境和国

外环保禁令的双重压力，但马来西亚政府依旧会大力扶持该产业，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以期降低该产业链上诸多供应商的压力。

未来，马来西亚将会更加注重该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更加注重

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合作来对冲西方国家对于棕榈油产品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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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浅析⻢来⻄亚个⼈数据保护⽴法制度 

刘  阳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社会与公民生活正在经历快速虚

拟化、数字化的过程，数据分析手段得以广泛应用，人类已进入大数

据时代。在此背景下，海量数据的产生以及对数据进行的分析和运用

广泛影响着公民的社会生活，也为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带来了巨

大挑战。目前，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也将

保护数据资源作为保证经济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社会背景 

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已经成为众多领域发展的重

要支柱，诸如通讯、医疗、航空、保险等众多领域均依赖于数据的安

全存储与传输。其中，商业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的个人数据被视为一

项重要的商业资源。这类数据包含大量的个人信息，诸如身份证号码、

身高、电话、住址等，可以帮助企业识别数据主体的身份，因此成为

很多企业寻找商机、拓展市场的重要资源。 

但各行业中不当使用个人数据、随意处理甚至泄露的情况随处可



社情观瞻                                          浅析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制度 

 38 

见。企业不当使用个人数据、运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用户数据，或者各

行业对数据安全保护意识不足、数据处理技术手段不完善、处理行为

尚不规范等都可能造成信息的泄漏和滥用。信息交易极易形成黑色产

业链。这种现象不仅导致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侵犯公民的

个人权利，给其生活带来极大困扰，长此以往也不利于产业和社会的

良性发展，影响社会稳定。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并解决各领域内不当使用个人数据的行

业乱象，马来西亚加强了政府干预，颁布了保护个人数据的一系列法

律和条例，形成了以《2010 年个人数据保护法》（Akta Perlindungan 

Data Peribadi 2010）为主，以特殊行业行为准则及规范条例为辅的个

人数据保护及管制体系。 

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制度框架简介 

《2010 年个人数据保护法》是马来西亚国会第 709 号法案，因

此也称 709 法案。该法案不仅包括这部法案主体本身，还包括自该项

法案实施以来由通讯和多媒体部下属的个人数据保护局推出的修正

案、补充条例和规定等。 

另外，个人数据保护局专员还针对特殊行业、领域的个人数据的

收集和处理作出了更为严格且详细的规定，即由专员为特定部门或行

业制定的业务守则，如专员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批准并发布的《通

讯行业个人数据保护业务守则》等 

除了上述国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颁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其他法律

和条例中也对个人数据、个人信息安全等相关内容作出规定。比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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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2013 年金融服务法》中明确了银行的保密规定，这项规定禁

止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向他人透露客户信息。马来西亚中央

银行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有涉及金融机构在管理客户信息

方面的义务。这里的客户信息就包括客户个人数据。因此，这类规定

也是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一部分，为马来西亚的个人数据安

全保驾护航。 

数据保护制度偏向欧洲立法风格 

笔者通过对比发现，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制度模式更加倾向于

欧盟模式。 

在对个人数据的研究、利用和保护方面，美国与欧盟采取不同的

模式，并构建出不同的权利体系，二者是目前国际上 具代表性和可

借鉴性的两类模式。具体而言，美国采取了以分散式规定为主的宽泛

保护模式，并没有将个人数据权利纳入某个具体的权利体系，而是在

立法上，从政府机构行为、特定主体的隐私权保护以及特定领域或事

项的隐私保护上，对信息保护进行细节化规定。对比之下，欧盟则采

用了确权式独立立法的严格保护模式，即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法——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在欧盟层面构建统一的数据保护体系。 

与美国分散式及以案例为中心的数据权利保护方式不同，马来西

亚从立法框架到相关规定的内容更加偏向欧盟，也就是发布完整的法

令确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权利体系，并以此为中心在特定领域对个人数

据进行进一步的保护，且设立了独立的监督机构。 

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制度改革目标以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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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蓝本”，政府也表明正在努力使本国制度与其保持一致，以“确

保（马来西亚的）法令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新发展 

2019 年，时任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该

部正在通过个人数据保护局重新审查《2010 年个人数据保护法》，以

确保该法令得以更新并能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哥宾星表示，个人

数据保护法有很多新的发展，因而修订现有法令十分重要，并表示“希

望能向国会建议修订法案，或制定全新的法案。”2019 年 11 月起，马

来西亚国会正式对此展开讨论。 

从 2019 年开始，通讯与多媒体部下属的个人数据保护局（Jabatan 

Perlindungan Data Peribadi Malaysia, JPDP）已经设立四个事务组，即

商业与政府事务组、遵守与执行事务组、创新与科技事务组和法律与

行政事务组，以共同推进针对重新修订 709 法案的研究。哥宾星表示，

目前法案修订的主线是要继续加强个人数据保护，拓宽当局权力已覆

盖领域的范围，加大对非法获取及持有个人数据的主体的打击力度。 

2020 年 2 月 13 日，哥宾星宣布将从 2 月 14 日至 2 月 28 日就

《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修订事宜展开公开讨论。此次讨论将主要围绕

扩大数据处理者的法案适用范围、规定数据使用者向有关当局报告个

人数据泄露事故、扩大数据主体的权利及简化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管

理机制等方面展开。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以《2010 年个人

数据保护法》为中心的个人数据保护体系，对商业交易中产生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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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当然，整个国家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体

系仍然存在漏洞和局限性，如对数据主体权利的保护尚不全面、个人

数据泄露通知机制没有完整地规定在法条中等。从近期国家修订法律

的情况来看，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并正在处于改

革进程的马来西亚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在经过国会讨论、部门审查与

公众讨论等多项环节后，应当会在修订法律时有较全面的进步及改善。 
 

参考文献： 

[1] 刘新宇.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分析及其体系构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36(06):13-25. 

[2] 杨立雄.大数据环境下社交网络个人数据安全保护研究[J].现代商贸工

业,2019,40(36):123. 

[3] 当今大马：《确保法令与时共进，通讯部检讨个资保护法》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68436，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 2月 18

日。 

[4] 每日新闻：《关于<个人数据保护法>修订的公开讨论》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02/655040/rundingan-awam-

kajian-akta-perlindungan-data-peribadi，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 2月 18日。 

 

（审校：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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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1、“多等 6 个月并不重要”，安瓦尔不介意 11 月接棒 

（透视大马 2 月 6 日报道）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准备好在 11

月接替总理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第 8 任总理。 

根据希盟协议，马哈蒂尔将在今年 5 月交棒给安瓦尔。不过，安

瓦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明，他准备好再等六个月，直至马哈蒂尔

新挑选的 11 月交棒日期。他还表示有信心能够获得足够数目的联

邦议会下院议员支持，以成为下任总理。安瓦尔接受《路透社》专访

时称：“我已经等了 20 年，延长多 6 个月其实并不重要。” 

新闻来源： 

[1]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chinese/s/217461 

 

2. 马哈蒂尔重申会交棒安瓦尔，但提醒议会支持才是关键 

（当今大马 2 月 9 日报道）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明不介意 11 月

才接棒后，总理马哈蒂尔重申，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终把总理位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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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交给安瓦尔。 

但马哈蒂尔不忘提醒，交棒是否能实现，联邦议会下议院才是

终的关键。马哈蒂尔表示，就算总理人选来自 大党，但若无法掌握

议会下院多数的支持，则他就不能成为总理。 

新闻来源： 

[1]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510131 

 

3. 会晤在野党引发错误诠释，马哈蒂尔否认组国民联盟 

（当今大马 2 月 9 日报道）“国民联盟”后门政府的传闻流窜多

日后，总理马哈蒂尔昨晚辟谣，否认自己与在野党准备组织新政府，

取代现有的希盟政府。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哈蒂尔驳斥团结党将与巫统及伊党组成

“国民联盟”的传言，并说这是反对党为了保持政治影响力的策略。

“我不曾邀请他们（巫统及伊党），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及影响力已

经消失。作为虚弱政党，他们必须改变策略，因此他们愿意支持我。” 

他解释，身为总理，他需要会见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团体，并与

他们交流以获取资讯。他愿意接见任何人包括在野党，只是一些人却

把它错误诠释为组织新执政联盟的动作而已。“但是，有人把我与反

对党的领袖们会面，诠释为我与他们合作成立新的联盟，这不是事实。” 

新闻来源： 

[1]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5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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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著团结党青年团执委慕扎密宣布上阵，赛沙迪蝉联之路再遇挑

战 

（当今大马 2 月 8 日报道）土著团结党今年首次迎来党选，迄今

已有两人表态将竞选青年团长职，挑战现任团长赛沙迪。 

团青执委慕扎密（Mohd Muzzammil Ismail）今天在一项活动上

向记者宣布，将搭档团青的另一名执委阿布哈菲兹（Abu Hafiz 

Salleh Hudin），在即将举行的党选中挑战团结党青年团长与署理团

长职。慕扎密表示，他之所以有此决定，是因为赛沙迪领导不力。慕

扎密声称，过去数个补选成绩显示，团青已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支持。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0089 

 

5. 莱士·雅丁：交棒有阻碍，“11 月前或有事发生” 

（当今大马 2 月 20 日报道）森州团结党主席莱士雅丁暗示，总

理交棒事情或不会这么顺利进行。莱士雅丁今午在推特发文，指“11

月之前或会发生一些事”。 

马哈蒂尔已多次重申，将信守承诺，于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峰会后退位。莱士雅丁表示，虽然如此，但有些人仍在施压，

要求今年已 94 岁的马哈蒂尔必须定下具体的下台日期。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1567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45 

6. 马哈蒂尔开会时受压择日交棒，党领袖威胁脱盟护主 

（当今大马 2 月 22 日报道）希盟主席理事会昨日会议结束后，

总理马哈蒂尔笑着宣称希盟各党领袖一致同意，让他自主决定交棒计

划。不过，有消息透露，昨晚会议其实一度有交锋。行动党及诚信党

昨日在会议上要求马哈蒂尔定下交棒予安瓦尔的明确日期。 

然而，土著团结党领袖在会议中扬言，若诚信党及行动党领袖继

续施压马哈蒂尔，则土著团结党将考虑退出希盟。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1809 

 

7. 马来西亚多个派系、政党紧急召开会议 

（当今大马 2 月 23 日报道）虽然希盟高层前晚开会达致总理交

棒共识，国内政局却似乎反而暗潮汹涌，今天除了公正党署理主席阿

兹敏派系开会之外，多个朝野政党也突然有会议。 

首先，公正党阿兹敏派系的领袖证实今天在雪州八打灵的喜来登

酒店开会。另外，土著团结党 高理事会今早也在位与雪州基金大厦

的党总部开会，而那里跟阿兹敏派系开会的地点，只有 5 分钟的车程

距离。另一边，沙捞越政党联盟领袖和联邦议会议员也在吉隆坡开会。

同时，巫统 高理事也在吉隆坡太子贸易中心（PWTC）的党总部召开

会议。 

土著团结党自今早在雪州基金大厦开会近 4 小时后，多名团结党

领袖离开时询及今日的会议内容时，不是三缄其口，就是含糊其辞。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46 

公正党主席安瓦尔预料，希盟政府可能明天就会垮台。安瓦尔在

住家祈祷后，向在场支持者坦言，有叛徒正在组织新政府。他相信，

新政府可能明天就会成立。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1928 

 

8. 马哈蒂尔辞去总理职务 

（当今大马 2 月 24 日报道）总理府证实，马哈蒂尔已提呈辞职

信，辞去总理职位。随着马哈蒂尔辞职，他所委任的内阁也就自动解

散。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31 

 

9. 团结党退出希盟，马哈蒂尔辞去团结党总裁职务 

（当今大马 2 月 24 日报道）土著团结党总裁马哈蒂尔辞去总理

职，团结党主席慕尤丁随即宣布，团结党昨日的特别会议已经决定退

出希望联盟。 

慕尤丁在 Facebook 指出，团结党所有联邦议会议员都已经签署

了法定声明，继续支持马哈蒂尔继续担任总理。 

不过很快，马哈蒂尔一并辞去土著团结党总裁的党职。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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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兹敏等 11 议员退党，另组独立阵营 

（当今大马 2 月 24 日报道）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丁宣布

“革除”原任署理主席阿兹敏及副主席祖莱达后，阿兹敏派系发表声

明，宣称 11 名公正党员集体“退出”公正党及希盟。 

他们将在国会组成一个独立阵营。根据阿兹敏助理发送给媒体的

声明，退出公正党的 11 名联邦议会议员名单如下：阿兹敏（鹅唛议

员），祖莱达（安邦议员），赛夫丁·阿卜杜拉（英迪拉马哥打议员），

巴鲁比安（实兰沟议员），卡玛鲁丁（敦拉萨镇议员），曼梳（高渊议

员），拉昔（峇株巴辖议员），山塔拉（昔加末议员），阿里彼祖（砂拉

卓议员），威利（婆罗洲高原议员），佐纳丹耶新（兰瑙议员）。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33 

 

11. 安瓦尔：不信马哈蒂尔倒希盟政府 

（当今大马 2 月 24 日报道）马哈蒂尔今天闪电辞去总理及团结

党总裁一职后，公正党主席安瓦尔披露，他当时就在马哈蒂尔身边，

并劝告对方别辞去总理，但马哈蒂尔并没有接受。 

他受访时说明，马哈蒂尔无法忍受与贪腐的前朝议员共事，因此

坚持辞职。 

“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我当时已知道，但无法说出来，要先让他

本人宣布。我代表公正党与希盟，劝告他。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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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但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这般对待，把他和那班

贪腐的人连结在一起。”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55 

 

12. 元首委任马哈蒂尔任过渡总理，撤除副总理与各部长 

（当今大马 2 月 24 日报道）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接受马哈蒂

尔辞职，并在马哈蒂尔的建议下，取消所有部长任命。 

此外，元首也委任马哈蒂尔为过渡总理。 

“根据联邦宪法第 43（2）（a）条文，在等待新任总理受委之际，

国家元首委任马哈蒂尔为过渡总理。因此，马哈蒂尔身为过渡总理，

将会处理国家行政事务，直至新总理受委和新内阁组成为止。” 

新闻来源：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84 

 

（责任编辑：陈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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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介 
 

1. 《东亚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基于对东亚八国精英的访

谈》 

作者：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

究室 

刊载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9 年 05

期 

摘要：笔者通过对东亚八个国家 20 位精英的一对一访谈,总结了

他们对"一带一路"的主要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

要是基于经济动因,但也有战略上的考虑,同时还有人文交流上的考

量;"一带一路"建设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亟需的资金支持,

但也存在速度太快、规模太大、因对东道国的需求考虑不周而引发东

道国疑虑等不足;中国外交变得积极主动,更加重视周边国家,但中国

的国家形象整体上并没有明显改善,而南海问题也是影响东盟国家参

与"一带一路"的重大因素。他们还认为,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一带一路

"的可持续性,需要做出一些改进:从追求规模与速度转向追求质量与

效益,强化"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多考虑东道国的利益需求,

以减少有关国家的疑虑,并探索人工智能等新型发展模式;在南海争端

问题上中国应调整思路,不采取"加倍报复"的策略,在致力于维持现状

的同时,在解决南海争端上发挥领导作用并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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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道教根柢——李丰楙著〈从圣教到道教:马

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述评》 

作者：王家强，郭武；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刊载刊物：《世界宗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2019

年 05 期 

摘要：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也曾远播海外很多国家。对于海外

道教的研究,学界曾取得过一些成果,如民国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

即有“道教之流传海外”一章,专门介绍道教在新罗、日本、真腊的流

传情况,朝鲜学者李能和也于 1933 年撰成过《朝鲜道教史》。1949 年

以后,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亦曾关注道教在海外传播情况,而陈

耀庭著《道教在海外》、孙亦平著《东亚道教研究》与宇汝松著《道

教南传越南研究》则属有关海外道教研究的专门著作。然而,有关道教

在马来西亚传播情况的研究著作,却一直付之阙如。近期,台湾“中央

研究院”文哲所原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名誉讲座教授李丰楙先生出

版的《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台北:台大出版

中心,2018 年)一书,则通过对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并

结合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在宏观世界史、海洋交通史的视角下,深入

考察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揭示了马华社会节俗、信仰与

文化之“道教”根柢,填补了有关道教在马来西亚传播的研究空白。  

 

3. The New Media and Malaysian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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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B. Pepinsky 

刊载刊物：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13 年 3 月 

摘要：This essay i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bility of Malaysia's 

new media to promot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Drawing on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Malay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it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rise of Malaysia's new media are best 

understood as being parallel to those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from previous decades, which augured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incumbent and opposition politicians, but did not 

upset the fundamental logic through which the Barisan Nasional (BN) 

regime has ruled since the 1970s. That logic of rule is closely attuned to 

Malaysia's cleavage structure, which centres 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 

and which has pervaded the country's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Malaysia's new media—despite being far more open to critical voices than 

its establishment print and broadcast media—serve as venue in which more 

basic political conflicts are waged. Although Malaysia's 13th General 

Elections may spell further losses for the ruling B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rise of Malaysia's new media is un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stead, liberalizing pressur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effective 

when groups targeting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thereby 

superseding Malaysia's cleavage politics. 



学界马来西亚研究动态                                                          著作 

 52 

 

著作推介 
 

1. 《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19）》 

主编：吴宗玉，翟崑  

出版时间：2019 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19）》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区

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中国马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是我国出版的第

一本关于马来西亚的蓝皮书。《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19）》包括总

报告、分报告、专题报告、中马关系篇、专家论坛及附录。全面介绍

2017 年至 2019 年，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马关系的 新发展态势。 

本书作者除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等国内权威的马来西亚研究机构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专家

学者。本书的部分作者精通马来语，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长期跟踪研

究马来西亚形势，对马来西亚内政外交情况较为熟悉。 

《马来西亚发展报告（2019）》的出版为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

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发表真知灼见的平台；为各高校、各研究机构以及

广大民众了解马来西亚国情、中马关系等提供内容全面、信息准确的

研究资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

讯；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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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 Intra-

Elite Feuding in the Pursuit of Power 

作者: Edmund Terence Gomez, University of Malaya 

出版时间：2019 年 

出版社：Routledge 

内容摘要：The 201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will stand as a 

major defining event in Malaysian history, when the ruling Barisan 

Nasional coalition unexpectedly lost power in the country they had rul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his volume brings together scholars who assess 

one fundamental factor that brought about this game-changing event in 

Malaysian politics: intra-elite feuding in the leading Malay-based political 

par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state politics as well 

as national trends shaped by the actions of leaders in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n indispensable guide for scholars studying the politics of Malaysia 

and of Southeast Asia more broadly, it will be of great interest for all 

readers with an interest in Malaysia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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