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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政經問題原地打轉 

需人和 
0 報 道 劉振儀 

鄭振輝 

(槟城9日讯）多年来走不 

出中等收入陷阱，劳动薪酬不 

增、人才外流、马币贬值、债务 

提高、竞争力下滑等等，马来西 

亚面对的这些问题是铁一般的事 

实，但要如何走出这死胡同？ 

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丹斯 

里沈联涛认为，大马具备天时与 

地利的条件，独欠“人和”这一 

点，以致无法走出困境。 

他说，因“人不和”，国人 

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信心，国家也 

走不出去。唯有达致“人和”， 

让国人在共同的话语平台上达致 

经济共识，决定国家未来该走的 

路，才能带来改变，这才是马来 

西亚摆脱困境的契机。 

目前是宏愿开放大学乔治市 

开放及高等研究院（G I O A S )主 

席的沈联涛，是在丹绒武雅住家 

接受《星洲日报》和世华媒体集 

团旗下另3家中文报，以及新加 

坡《联合早报》联访时，从经济 

角度畅谈马来西亚。 

立場中立吸資地理資源佔優 

大 馬 具 備 天 時 地 利 
t 一场战役中，“天时、 

地利、人和”需要三者 

并存，才是成功的战略。而沈联 

涛认为，我国已具备天时与地利 

的条件，可谓万事俱备，只等待 

最后一道东风，就是“人和”。 

他国危机带来契机 

他首先谈到的“天时”，是 

指一个时机。中美关系紧张加上 

俄乌战争，他国的危机为我国带 

来契机。中美关系导致一些投资 

者从中国出走转向东盟，大马和 

平与立场中立，成为投资选择地 

之一就是例子。 

A I 时代为转型好时机 

他说，加上颠覆性的科技革 

命，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集体 

大智慧的发挥，这重要的因素为 

我国带来经济转型的好时机，加 

强"天时”的优势，就看我国领 

导人有无智慧抓住机遇。 

来到“地利”这一点，他认 

为，大马落在非战争国家的地理 

位置，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 

是全球第4大经济体，即东盟的 

一分子，具备良好的先天条件。 

最后一点，就是约两小时 

的访谈期间，沈联涛一再提起的 

“人和”。 

(吉隆坡场） 

疫情与大选之后 

3来西3E的经济展望 
主讲人 I国际经济学家丹斯里沈联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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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擴 經 濟 蛋 糕 減 社 會 不 公 

n 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宗 

i教与文化的国家，对沈联涛 

而言，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科学背 

景的人民有不同看法是好事，反映出多 

元，多元中有一些“吵吵闹闹”，避免 

不了。 

多元背景仍需有共同话语 

但当各社群开始出现隔阂，失去共 

同话语的平台，问题就来了。 

沈联涛追溯至上世纪 7 0年代开 

始，我国各别社会群体开始建立“围篱 

式社群”，用政客的方式去谈论问题Q 

人民失去共同话语的平台，没坐下来谈 

论国家未来，深怕说了一些话，变成 

“我得罪你，你得罪我”的局面。 

大家一起决定要走的路 

他说，即便来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前首相敦马哈迪提出"向东学习”政策 

时，却有国民觉得是“往西看”，分歧明 

显。由此可见，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否 

则就不知道，也做不到。 

“在复杂的国际大局势里，只有马 

来西亚自己决定怎么找到自己的路，不 

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种族做决定，而是大 

家一起去决定。” 

政治人物应“少说多听” 

他主张政治人物应该“说少一点，
:
' 

听多一点”，让人民在共同的话语平台 

上，至少达致经济共识。这共识就是 

“人和”的基础。 

“即便这一条要走的路，完全遵照 

伊斯兰或中东的看法，也是一种选择a 
但前提是，中东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经济 

体？若是，我第一个站出来赞成，那不 

是问题。” 

对他而言，社会问题不来自种族 

或宗教，或谁是外来者，而是出现社会 

不公。社会不公是系统性问题，不容易 

解决，但最简单的道理是“有钱就有得 

分”。唯有扩大经济蛋糕，扶持人民提 

高收入，给中小企业多一点喘气的机 

会，减少社会不公，才是正确的做法。 

绿潮源自社会不公 

“为什么我们要担忧绿潮？有绿潮 

是因为社会不公，如果社会公平，大家 

高兴，就不谈政治了，对吧？ ” 

•相關新聞見第6版 

沈联涛认为，大马具备天时 

与地利的条件，独欠“人和”这一 

点，以致无法走出困境。 

大馬股匯快訊 

富日寺綜指 1449.53(-5.13) 

富時全股 10572.50(-33.25) 

富時100 10249.24(-34.10) 

創業板指數 5446.60(-8.96) 

成交量 26億6713萬1700股 

1美元兌馬幣 4.5170 t 
1英鎊兌馬幣 5.3773 丄 

1歐元兌馬幣 4.7772 | 

1新元兌馬幣 3.3459 | 

1澳元兌馬幣 2.9945 | 

100曰圓兌馬幣 3.3198 | 

100人民幣兌馬幣 64.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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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沈聯濤：政經問題原地打轉 需人和0報道 劉振儀鄭振輝(槟城9日讯）多年来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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