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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 日前撰文介绍了几位杰出的美国华
裔，他们在大量中国资本涌入硅谷时，充当了中国企业
与当地企业的桥梁。这些中间人的工作不只是交易谈
判，他们还扮演了人类学家和文化翻译者的角色，帮助
企业家互相了解对方。企业家们说，这些中间人的聪明
才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活跃海外的耳语者

据 《华盛顿邮报》 介绍，著名华裔律师周一华在硅
谷的另一个身份是投资人。2013年，周一华成为恩颐投
资公司的合伙人，并撮合了许多中美之间的投资交易。
当优步将优步中国出售给滴滴时，周一华也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另一位硅谷华裔陈梅陵参与了一系列科技公司之间
的投资交易。她曾经帮助高盛进入中国开拓业务。2003
年，她帮助美国一家网络基础设施公司和中国华为公司
组建了硅谷和中国公司最早的合资企业。“她是中国和硅
谷之间的‘耳语者’。”一家网络安全创业公司的首席执
行官普林斯这样评价陈梅陵。

文章指出，随着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公司
到中国开拓业务变得更难，越来越依靠像周一华、陈梅
陵这样的中间人的人脉网络来寻求在中国的机会。同
时，中国的投资者被定义为硅谷外来者，文化上的差异
有时会导致合作双方互不信任，使得中国投资者难以获
得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这也需要华裔中间人来协调
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利益。

这样的“耳语者”不仅活跃在硅谷，在德国也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德国维维美迪亚公司总经理王挺如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介绍，奔驰大巴汽车与中国合作的项目，
就是通过德国一位老华侨的咨询公司进行穿针引线，一
步步促成了此巨大项目在中国的落户。

而在澳大利亚，则是由华侨华人商会代替中间人帮助
前来投资的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对接。悉尼青年华人商会
会长、澳大利亚珍维湾酒业公司董事长傅智涛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当中国企业代表团来到这里，我们商会首先会摸
底了解他们需要哪个对接口的人。然后在欢迎宴的时候，
我们会把他们希望对接的人也请来，让他们直接对接。我
们商会大约有500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来澳的代表团想
要哪个对接口，我们都可以直接提供给他。”

曾经辉煌的搭桥者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更多的

是“引进来”。华侨华人在这当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
辉耀指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
70%的外资是通过华侨华人带进来的。王挺如周围的华侨
华人很多都亲自参加了中国“引进来”的全过程。他们
努力帮助中国招来了大量的德国投资，同时，华侨华人
本身也得到了可喜的经济效益，促进了自己在德国当地
的社会地位。”

回忆过去，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会长庄佩源表
示，30年前刚刚开放时，中国贸易发展还不够成熟，语
言的障碍加上中美之间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使中国在
刚开始“引进来”时并不顺利。但随着中国不断改善对
外开放的环境和政策，加上华人作为中间人，不仅充当
语言翻译，还帮助企业验货、做成本计量，帮助美国企
业了解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为中外企业合作搭桥，海外
资本向中国投资的信心逐步提高。即使是从今天看来，
中国市场依旧有着巨大的潜力从全球引入资金和技术。

机遇面前的敏锐者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今年上半年的对外直接投
资额达到888.6亿美元，已经接近去年整个对外投资的总
额 1180 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对外净投资时
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令
许多人始料未及。

然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能一帆风顺。国际

化人才不足、金融支持的欠缺、喜欢打价格战等等都是
其不可忽视的短板。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政治风险、外
交风险、法律风险和汇率风险。

而广大的华侨华人群体中，人才济济。他们有知识
有资金，懂管理善经营，尤其是在参与中国“引进来”
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因此，他们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可以信赖的力量。另一方面，华侨华人中的有
识之士，也对中企“走出去”和自己在其中的定位有着
清醒的判断，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再铸辉煌将成为他们
最明智的选择。

傅智涛对与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为华
侨华人带来的机遇感受深刻。他说：“中国企业来澳大利亚
发展会带动当地华人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国内
的企业是生产型企业，他们的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来，需
要找仓库来存储。这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仓储物流业带
来了机遇。我们除了储藏他的产品，我们还能做到包装他
的产品，从而做到对他的每个产品订单进行境内的发送。”

王挺如认为，“走出去”的战略为国外的华侨华人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前景。她说：“华侨华人的优势就在于了
解当地的情况和信息，包括法律法规，能让‘走出去’
的企业少走冤枉路，更快地获得一手和正确的资料，在
公司成立之后，雇佣当地的华人也能为公司初创时期添
砖加瓦。‘走出去’的公司一旦立足当地，在企业发展过
程中，因为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性，还会需要更多的华
人员工。华侨华人应充分结合自身的特长、人脉或知
识，在这种新的机会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在成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为自己开拓出一片
新的天地，提升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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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硅谷景色。 （图片来源：百度旅游）

《法国华人历史百图》首发

据中新社电 由旅法华人史学者编著的
《法国华人历史百图》一书近日在巴黎首发。该
作以中法两种文字解说，图文并茂地记述了法
国华人移民史。

据介绍，该书由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叶
星球与其子叶文森合著，甄选近百幅图片资
料，配以简短的中法双语说明文字，截取各阶
段旅法华人生活的珍贵片段，呈现了从 1702年
开始至今的法国华人移民的历史脉络。

叶星球在首发式上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法
国人能够深入了解华人族群，了解中法交流史
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也希望这些图文资料
能为华人历史的研究者和法国汉学家提供一些
参考。

纽约举办“亚太裔职业日”

据中新社电 “2016 亚太裔职业日”8 月 6
日在纽约华埠中华公所大礼堂举行，吸引逾2000
名求职者。上午 10时起会场外就排起长队，为控
制礼堂内的人流量，求职者一波波进场，仍然络
绎不绝，为的就是寻求45家政府机构、企业、非营
利机构等提供亚太裔的就业机会。

主办方之一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
表示，去年首届职业日大获成功，今年为给亚
太裔人士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邀请众多
深受广大华裔求职者所喜爱的政府机构前来设
摊位，占总数2/3，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十分便利
的求职平台。

悉尼启动全球华人舞蹈大赛

据中新社电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办的《文化中国·全球华人中华才艺 （舞蹈） 大
赛》正式启动。8日，悉尼承办方华星艺术团各
舞蹈团团长、舞校校长在南海亚洲艺术空间举
行了舞蹈大赛启动仪式。

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在启动仪式上
表示：“全球华人舞蹈大赛是中国国务院侨办在
海外创立的文化品牌，如今舞蹈大赛已经发展
成为全球华人所期待的盛事，也让舞蹈团队和
舞蹈爱好者们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传承着
中华文化，延续着中华情怀。”

余俊武说，华星艺术团就是要为当地舞蹈
团队和舞蹈爱好者们搭建更好的施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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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乐宝婴幼儿奶粉香港市场开售
全 新 工 厂 同 日 投 产

8月8日，君乐宝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宣布以“陆
港同质同价”进入香港市场，首批产品在香港药店开
始销售；同日，融汇全球30余家供应商先进技术的君
乐宝世界级奶粉工厂，在河北石家庄落成投产。

“更安全、更营养、更洁净”
中国奶业打造世界级奶粉工厂

“君乐宝奶粉工厂展示了当前世界先进的生产工
艺和管控水平，在乳制品加工制造领域已经达到领
先水平。”瑞士通用标准公证行 SGS VIP 高级项目经
理 Kohanec Helena说，“我曾经参观过很多国家的
生产工厂，但是在今天，君乐宝给我的感受却仍
然非常震撼。”

走进君乐宝奶粉工厂，就像进入了奶粉技术的世
界博览会。在这里，整合了来自德国、丹麦、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 10 余个国家、20 多项专利、30 多家供
应商的设备和技术支持。而这些设备和技术的有机组
合，让君乐宝奶粉工厂对于品质的把控，实现了“更
安全”“更营养”“更洁净”。

以原奶处理为例，君乐宝婴幼儿奶粉所用的鲜
奶，全部来自自建现代化牧场，微生物、体细胞含量
经国际第三方检测，远远优于欧盟和日本标准，已经
非常洁净。但是，君乐宝奶粉工厂仍然选择配备先进
的德国三相除菌分离技术，让原本就很洁净的原奶近
乎纯净，进一步提升品质。

在品质把关最为关键的检测实验室，君乐宝创建
lims实验室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程智能控制，对包含
营养成分和食品安全、涵盖原料到成品的全部关键节

点实行层层把关、批批检验。所有检验完
全由系统控制，完成后数据自动抓取录
入，最大程度确保结果精确，形成大数据
平台，全程可追溯。

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君乐宝奶粉事
业部总经理刘森淼说，国产奶粉的信心曾
一度跌入谷底，要重塑消费者信任，对品
质的要求只是“好”，与洋品牌只是“相
当”是不够的，只能以更高的标准，付出
更多的努力。

为此，君乐宝在工厂设计之初开展多
次海外调研，最终选择德国 GEA这一世界
领先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供应商，按照全球
乳粉厂最高标准，同时参照德国相关标
准，对工厂进行整线工艺设计和全线设备
制造。

针对配方奶粉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GEA 协助君乐
宝奶粉工厂配备各领
域的先进技术和服
务，包括德国除菌分离技术、
意大利均质专利技术、丹麦真
空混料技术、新西兰密项粉输
送技术、澳大利亚管式浓奶加
热技术、法国 DSI 直接喷射加
热技术、TVR 四效蒸发器，以
及 GEA 尼鲁的 MSD 干燥塔和
DDD空气分布技术等，共同组
成全球工艺及设备领先的配方
奶粉生产线。

随 着 这 一 超 级 工 厂 的 落
成，君乐宝以“世界级牧场奶
源+世界级合作伙伴+世界级生
产工厂+世界级管理体系”，生
产“世界级优质奶粉”的精心
布局完整成型，这也意味着君
乐宝原有的“4+1 优质奶粉公
式”全新升级。

“君乐宝奶粉工厂拥有全球

领先的婴幼儿产品生产设备，其设计和建造满足严格
的国际规范和标准，符合最严格的卫生设计，”德国
GEA 亚太区乳品副总裁艾瑞克先生说，君乐宝君源
奶粉工厂无疑将成为 GEA 最重要的里程碑成就之
一，也将为中国的千家万户带来福音。

“同质同价，市场同享”
国产奶粉用真诚重塑信心

在世界级奶粉工厂投产当日，君乐宝婴幼儿配
方奶粉正式宣布供应香港销售。SGS 在发布会上公
布了对君乐宝奶粉的检测结果，结果显示在营养成
分、食品安全等方面，均符合香港相关标准。这是
国产婴幼儿奶粉历经“史上最严”和“全球最严”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新版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政策
监管洗礼后，重新迈出内地市场，接受全球消费者
的考查。

“从国人海外背奶，到国产奶粉出海，君乐宝

婴幼儿奶粉进入香港销售，标志着君乐宝
奶粉在品质上参与全球竞争的自信与底
气。”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消费信心不足仍
是国产奶粉重新崛起的瓶颈。用真诚重塑
信心，国产奶粉的品质已经发生根本性飞
跃，中国奶业处在品质最好的历史时期。
香港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君
乐宝的视野。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刘美菊认为，被誉为“购物天堂”的香
港，是各国消费者汇聚的国际化市场，也
是全球消费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品牌高地。
君乐宝进入香港市场，不仅是君乐宝奶粉
向国际化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国产奶粉
具备国际品质的最好证明。

君乐宝奶粉进入香港销售为何选择8月
8 日？一个巧合是，正是在九年前的 8 月 8
日，君乐宝首创的红枣酸奶上市，在短时
间内赢得消费者极大欢迎，颠覆了国内酸

奶市场格局。
首批入港销售的产品，君乐宝选择了与以色

列领先油脂共同研制的白金装婴幼儿配方奶粉，
该产品 OPO 含量高达 3.5 克，一时间赢得了消费
者的青睐。

供港销售的君乐宝白金装婴幼儿奶粉，不仅与内
地销售的产品在奶源、配方、品质等方面完全一致，
就连价格也与内地基本相当，实现“同质同价，陆港
同享”。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婴幼
儿用品市场，“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还将带来
约 35%的新生儿增量。然而，如果市场信心不足的
话，就算奶粉市场有发展空间，也会被国外产品
占据。

“我们只能用最谨慎的态度、最优质的原料、最
先进的工艺和最严格的监管，生产品质最好的奶
粉，”看着世界级奶粉工厂车间里川流不息的全自动
生产流水线，君乐宝总裁魏立华说：“我们只能做到
最好，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晓 良）

图为君乐宝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图为君乐宝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

图为君乐宝奶粉新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