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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至 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完成了其任期
内的第七次访华；而此次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会晤，仅仅离上次会晤百日之隔。这两个数字，
不但创出两个新“纪录”，也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
面，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热络。

有德国观察家称，迄今“德中关系经历了黄金
10年”，但对未来两国这种黄金时代是否可持续，未
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当我们盘点默克尔此次访华成
果，分析其所到之处所传达的信号，足以让我们获
取足够的正面信息。

也许中德经贸关系在过去 10年的典范意义以及
辉煌的双赢成就，掩盖了两国战略关系的不断加
强。但习近平3个月前对德国的访问，以及默克尔此
次访华，将之凸显出来。

3个月前，习近平一句“希望中德关系不限于买
卖”的表述，获得默克尔的赞同。最后两国发表公
报中，在“战略伙伴关系”加上了“全方位”，是进
一步提升两国的政治关系的潜台词。

而今年内，习近平与默克尔就将实现三次单独
会晤，李克强还将在金秋访德。这在大国首脑会晤
中十分罕见。而国家高层互动频繁，无疑是互信加
强与政治关系良好的表现。

如果说过去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十
年，是以经贸关系为支柱的话；如果我们相信“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的话；那么，未来

“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经贸关系仍然要唱
主角。只是对未来双边经贸关系的估计，又乐观，
又不那么乐观。而这一分歧主要来自于对中国经济
速度放缓，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与经济转
型，对未来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的竞争态势，对未
来中国的投资环境以及两国经济的“互补性”，等等
问题的不同观察。

但种种迹象表明，部分唱衰中欧未来经济发展
的“专家”，没有在德国获得“市场”。在所有类似
调查中，德国企业家是对中国未来经济最有信心的
一族。似乎在中国感到钱越来越难赚的不是德国人。

据统计，德国今年向中国的出口增幅将为 8%，
高出全年平均出口增幅一倍。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
展信心不降反增，德国大企业一般认为，即使中国
经济降低到7%的增长，仍然够德国企业“天高任鸟
飞”。而德国有很多强项恰恰要搭上中国经济转型的
快车。德国驻华商会最近一次统计显示，一半的德
国企业坚信，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不是持平，不
是下行，而是“将会改善”。

默克尔在中国的言行，充分体现了这种“德国
信心”。她在演讲中称：“现在中国增长速度稍微放
缓是合乎逻辑的。中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速
度，沿海地区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增速肯定要放
慢，而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仍然相当快”。故而可以
断言，她此次访华先到中国中西部“首都”成都，
绝非偶然。德国正在介入中国中西部发展战役。

从下面一组数据与趋势来看，我们有理由对未
来中德关系将延续黄金时代充满信心。中国是德国
第二大欧盟外市场；欧盟对华出口中一半来自德
国，自华进口的1/4流向德国；中国自欧盟的技术引
进有四成来自德国；德国对华投资占欧盟对华投资
的1/4。

默克尔访华三日，成果不可小觑。它彰显了双
方各自的实力与信心，以及对对方抱有的信心。这
一宝贵的信心，将玉成双方关系未来可持续的“黄
金时代”。

（摘自《欧洲时报》）

中德信心将延续
两国“黄金时代”

欧 平

徐一评讲述了“飞越太平洋”的办报历程。因
为智利国内没有具备排版印刷中文报纸能力的印刷
厂，所以，《智利华商报》 要每月由中国国内印刷
厂排版印刷后，空运到智利，然后免费赠送华侨华
人1500份。

听闻“空运”，我不禁问起徐一评“费用如
何？”善于经商的徐一评迅速算出账来：每期空运
费是 3000 至 5000 人民币，每期到达智利 1500 份报
纸，智利海关要收取 400美元通关费用，国内印刷
费用为每份 3 元人民币。这样印刷费加上空运费、
海关费用，每份跨越太平洋的 《智利华商报》的成
本就要 9.5 元人民币。徐一评每出一期报纸就要投
入近 1.5 万元人民币。他现在每天都在想，要在智

利找到一家能编排印刷中文报纸的印刷厂，那
样，他的“中国城”的盈利就不会贴得太多到办
报上。

徐一评对智利华文媒体有信心，因为他看好华
人在智利的发展。徐一评介绍，欧洲经济走下坡
路，针对华人的排外事件发生频繁。南美经济崛
起，越来越多中国人看好南美也看好智利经济，而
且智利政策稳定。中国人已经在智利投资新的行
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汽车、自行车、电子产品、
太阳能。还有老华人买了农庄，做房产投资。

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需要华文媒体。徐一评一
手抓“中国城”、一手抓“中文报”，两份事业会相
得益彰。

旅智华商徐一评的两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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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华商徐一评与旅居海外的很多华商一样，有多个“头

衔”——帕尔玛地产公司董事长、浙商投资公司董事长、智利华商

联合总会秘书长和《智利华商报》总编辑等。最能让徐一评侃侃而

谈的是他的帕尔玛服装广场和《智利华商报》。服装广场给他带来物

质财富；办报纸给他带来精神享受。“一座中国城、一份中文报”，

这是6年来，徐一评在智利打拼的故事。

旅居智利的华侨华人有 3 万人，其中一半的
人生活在首都圣地亚哥。这些华侨华人大多是近
一二十年从中国浙江或江苏移居智利，并在智利
以经营中国小商品批发谋生。

在圣地亚哥火车站附近，一条条街道两旁布
满了中国式的小商品店铺，来自中国南方的小商
品琳琅满目，中国的商人忙着发货收钱。徐一评
的帕尔玛中国服装广场就在火车站附近，一栋 1
万平方米的 3 层库房被徐一评改造成中国商品
城。每层楼 20 多家店铺被分开出租。一眼望去，
这里与温州的商品城并无两样，但这里离中国温
州有2万多公里的距离。

服装城的店老板大多来自中国浙江，很多都
是拖着亲戚前来智利打拼，有的人家在服装城里
租用了数个店面。浙江商人当老板，都是雇用哥
伦比亚籍的店员。来服装城进货的客户是智利全
国各地的小店主，他们把中国小商品带到智利各
地零售。在智利第一大港瓦尔帕莱索市的海滨市
场，有一家小店卖帽子和围巾，徐一评兴奋地介
绍，这些帽子和围巾都是他的商户从中国进口来
的。

徐一评的“中国城”俨然成了中国商品在智
利的中转站，从首都圣地亚哥转送到智利75万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这个中转站为智利民众带去物
美价廉的商品，为华商带来滚滚财源。

智利华侨华人旅居时间短，由于大多从事低
端的餐饮和零售业，3万侨胞每天忙忙碌碌。在徐
一评办报前，智利没有一份像样的华文报纸。
2009 年，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创办了 《智利华商
报》，但由于华商总会资金有限等因素，所以几年
来，徐一评一直担任报纸的营运总监和总编辑。

在帕尔玛服装广场徐一评的办公室，一个个
报栏摆放于办公室中间。徐一评在管理服装城的
闲暇，还要给同胞提供“精神食粮”。他接过了

《智利华商报》，一路波折，报纸办得不容易。近
日，有好消息传来，报纸在智利办理了正规的传
媒运营手续，下个月将更名为 《智华商报》 推出
华文半月刊，9月将推出西班牙语半月刊，西班牙
语新闻网站也即将开通了。

商人徐一评做好生意后更喜欢当“文人”，每
一期报纸他都要亲自操刀审稿组版。他介绍，报
纸主要向侨胞传递智利政府和华人动态以及中国
新闻，内容包括智利经济信息新闻、世界华人动
态、南美洲新闻、商业事件共 5 个版面，还有中
国新闻7个版，共12版。

徐一评运营的智利华人网是智利内容最详尽
的中文门户网站。生活在智利的华侨华人可以随
意浏览中国网站了解新闻，但想透彻地了解智利
本地新闻和政策法规就要依靠本地中文网站了，
徐一评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网站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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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马德里的天气没有再今年夏季马德里的天气没有再
现往年的高温酷暑现往年的高温酷暑，，已经到了已经到了77月月，，
但还是凉风习习小雨阵阵但还是凉风习习小雨阵阵。。异常凉异常凉
爽的气候可愁煞了华人食品店商爽的气候可愁煞了华人食品店商
家家，，不论批发还是零售店不论批发还是零售店，，凉爽天气凉爽天气
导致所有商家生意均出现不同程度导致所有商家生意均出现不同程度
滑坡滑坡。。

尽管西班牙作为半岛国家拥有尽管西班牙作为半岛国家拥有
78007800公里的海岸线公里的海岸线，，但是中部的首但是中部的首
都马德里却地处内陆高原都马德里却地处内陆高原，，属于大属于大
陆性气候陆性气候，，夏季干热夏季干热，，冬季干冷冬季干冷。。如如
此典型的高原干燥气候特征导致生此典型的高原干燥气候特征导致生
活在这里的人极易口干舌燥活在这里的人极易口干舌燥，，对酒对酒
水饮料的需求量大水饮料的需求量大，，到了炎热夏季到了炎热夏季
更是如此更是如此。。

这种气候特征恰恰成全了在马这种气候特征恰恰成全了在马
德里开食品店的华人德里开食品店的华人，，自自20042004年以年以
后后，，马德里地区华人食品店数量急马德里地区华人食品店数量急
剧增长剧增长，，与此气候特征导致的饮料与此气候特征导致的饮料
旺盛需求有密切关系旺盛需求有密切关系。。20132013 年夏年夏

季季，，马德里遭遇少有的高温酷暑天马德里遭遇少有的高温酷暑天
气气，，让华人食品店酒水饮料的销售让华人食品店酒水饮料的销售
势头看涨势头看涨。。但是今年夏天却大不但是今年夏天却大不
同同，，从从55月开始月开始，，商家并没有盼来渴商家并没有盼来渴
望中的大热天望中的大热天，，66 月时气候竟然凉月时气候竟然凉
爽无比犹如到了避暑山庄爽无比犹如到了避暑山庄，，到了到了 77
月月，，仍旧是天凉好个秋仍旧是天凉好个秋。。当地居民当地居民
惬意了惬意了，，但是华人食品店的老板却但是华人食品店的老板却
愁眉不展愁眉不展。。

一家酒水批发公司的老总张建一家酒水批发公司的老总张建
南表示南表示，，进入进入55月后月后，，天气刚热起来天气刚热起来
几天就突然降温几天就突然降温，，导致酒水批发市导致酒水批发市
场形势出现逆转场形势出现逆转，，原本走量很大的原本走量很大的
啤酒啤酒、、纯净水纯净水、、各类饮料等商品销售各类饮料等商品销售
势头开始大打折扣势头开始大打折扣，，销售额下降了销售额下降了
3030%%左右左右，，这对于每一个批发商来这对于每一个批发商来
说说，，无疑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无疑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张
建南建议商家不要惊慌建南建议商家不要惊慌，，要适时进要适时进
行销售策略和战术上的调整行销售策略和战术上的调整。。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马德里夏日凉爽
连累华人食品商

郎 西

20132013年马德里夏天炎热年马德里夏天炎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7 月 8 日是新西兰 2014/15 年度打工
度假签证向中国申请者开放的日子。新
西兰移民局每年都会允许1000名中国青
年公民（30 岁以下）前来新西兰打工度
假，所有申请者都必须通过在线提交的方
式抢夺名额、进行申请。

新西兰时间7月8日上午10时（北京
时间 6 时），抢夺打工度假签证的“战役”
正式打响。或许是汲取了去年所有名额
被“秒杀”的教训，大量申请者早早开始刷
新网页等候开放申请，令移民局网站“不
堪负荷”，自名额发放前约半小时起，移民
局的官方网站就一直处于无法打开的状
态，而在微博和一些论坛上，也充满了相
关的“吐槽”言论。

新西兰时间上午9时45分，有人尝试
登陆移民局官方网站，发现一直无法连接
到服务器，多次刷新仍然无法显示页面。
有不少幸运儿在这场“混战”中成功抢到
名额，新西兰时间11时28分网友“说好的
140呢”就在微博发布了自己付款完成的
截图，表示已经拿到打工度假签证的名
额。 （摘自新西兰天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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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打工度假签证开放打工度假签证
魏魏 明明

打工度假签证
打工度假签证的有效期为1年，申请

者须为 18 岁-30 岁之间的中国公民，申
请时身在中国境内，具有至少 4200 新西
兰元的存款，雅思成绩达 5.5 分以上，至
少拥有高中学历。打工度假签证可以在
符合条款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全职有薪工
作或参加全职课程学习。在领略新西兰
秀美风光的同时，充分感受这里的社会
人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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