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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发展空间很大

在遥远的国家智利生活着一群追逐梦想的华商。
这个狭长的国家里有着吸引众多华商前来的创业机会。

“2013年我到智利首都考察，发现这里的发展空间
很大。当时这里华人的生意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餐
馆、批发、开零售百货店。与欧洲相比，这里的经营
模式、管理方式等都很落后，没有品牌营销。”夏章德
当时只有23岁。

13岁便随父母移居匈牙利的夏章德很小便开始在
生意场上历练。“父母专业做鞋子生意，做得蛮大，高
中以后，我和表哥一起去开发罗马尼亚市场，发现自
己的能力有欠缺。”于是，不爱学习的夏章德痛下决
心，回到中国的大学读了两年，“我旁听管理学专业方
面的课程，花两年时间学完4年的课程，收获很大。学
成后，我本想在国内搞一个网络平台，但是做惯实体
经济的父母不是特别认可。当时，弟弟要到智利发
展，所以，父母希望做哥哥的能够和弟弟一起开创一
片天地。”

“机会很好。”这是夏章德考察智利后得出的结
论。于是，兄弟两个便开始了在新天地的闯荡。

吸引陈晓岚留在智利的也是发展机会。按照智
利华人习惯的说法，1999 年到达智利的陈晓岚属于

“老侨”。目前，根据当地华人的粗略统计，在智华
人约 3 万。“老侨”大多来自广东，主要从事餐饮行
业。像陈晓岚这样主要从事家居装饰品百货进出口
贸易的不多，而这也是当时吸引她留在智利的重要
原因。

已经进入“知天命”阶段的陈晓岚一向有颗不安
分的心。1988年，中医专业的陈晓岚大学毕业。“坐诊
两年后，觉得这样的日子就像等老等死，实在不喜
欢。”当时正值海南建省之初，她瞒着家人，怀揣 100
元人民币独闯海南。“卖报纸、卖唱……我完全放弃了
中医专业，为了谋生，我几乎什么都干。这段经历是
很好的锻炼，把原来做医生时的娇气和当时大学生

‘天之骄子’的矫情都磨没了，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
正。”

在海南，陈晓岚最大的收获应该算是遇到了自己
的另一半：学作曲的丈夫。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两人
天真烂漫地走上了经商之路”。之后，他们的生意做得
顺风顺水，到 1999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品牌，开了
连锁店。

“那时候的生活很悠闲，不过我又开始考虑换一种
生活方式了。正好弟弟在智利，我就去看他。”结果到
了智利，陈晓岚就喜欢上了那里，而且，她发现了很
好的机会，“当时，智利的华人应该还不到1万人，绝
大部分从事中餐业，做进出口贸易的很少。”

“国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背靠祖国的资源，我们

可以一步到位做进出口贸易。”于是，他们夫妇放弃了
中国国内的生意，带着8岁的女儿飞往智利。

“说实话，从生活水平来说，智利自然没有欧洲舒
适，但是经济发展前景却要好得多。”夏章德说出了众
多智利华商的感受。

挫折总是难免

创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栽跟头是少不了的。在智
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以及法律法规，包括
陈晓岚和夏章德在内的华商没少吃亏。

“可能是观念上的问题，智利偷盗猖獗，而且，他
们并不以此为耻。”夏章德说，“百货类的生意受影响
特别明显。据我了解，像沃尔玛这样的超市每天因为
偷盗的损失很惊人。”

陈晓岚可以说深受其害。“客人、员工都会有偷盗
行为，每天偷一点，累积下来也是不小的数目。像我
开分店会交给当地人管理，结果查账的时候才发现损
失不小。这对管理而言是很大的考验。”她不得不适当
缩小规模，并加强监控，“比如，依靠科技手段把一切
流程化，每个细节都透明，堵上管理漏洞，让员工找
不到下手的机会。”

对当地法律法规的不熟悉是另一个“雷区”。

“智利这里的劳工保护力度很强。刚开始不了解，
很容易遇到挫折。”夏章德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雇
佣员工签合同时，比如如果写明从 2017 年 5 月 6 日到
2021年5月6日，就是长期合同。如果中途解雇，在西
班牙，公司需要赔付员工三四个月的工资。而在智
利，必须赔付剩余所有时间的工资。”夏章德吃过亏之
后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经人介绍从别的公司挖了一
个人过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损失吗，算算还
是蛮心疼的。”

目前，夏章德还有一件头疼事。“过去，28个人才
能成立工会。现任总统上任后改为9个人。我在北部两
家店，员工总数刚好为 10。他们直接成立了工会。令
人郁闷的是，这个工会主席为了谋取私利，时不时就
会故意找茬。比如，他会给劳工局打电话，投诉店里
货物摆放不合理，影响他们行动。但事实上，货物如
何摆放是他可以决定的。但是劳工局不听我们解释，
直接开罚单。去年，这样的罚款我就交了30多万元人
民币。更离谱的是，这个主席现在提出辞职，而这些
罚款纪录就成为对公司不利的证据，他要求赔偿20多
万元人民币。现在这个事情还没解决，我也还没找到
好的办法。”

不过，虽有挫折，却并不影响他们在智利发展的
决心。在包括陈晓岚和夏章德在内的华商眼中，瑕不
掩瑜，智利仍是一片他们能够放飞梦想的希望田野。

祖国助我们腾飞

“我很感恩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背靠祖国，让我在
外打拼时能够得心应手。”陈晓岚笑得非常爽朗，“南
美有很多国家不稳定，我的员工中有很多来自这样国
家的人。他们语言没有障碍，但是他们只能做普通员
工，而我们华人很多都是企业主，为什么？因为他们
的国家搬不来东西。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工业体系，
有丰富多样的产品，为我们在海外发展提供了便利。”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所经营的批发店已
经成为当地主流零售连锁店和商场的供货商。2006年
前后，她还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陈
晓岚如今又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发展了。“我希望能借助
国内的资源，学习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作为中国人，
命真的太好了。我们不仅有国内的产品作为货源，还
能学习国内市场的成熟手段和经验。”

在中国国内“充电”之后的夏章德在智利拳打脚
踢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在智利，夏章德遇到了不少挑战。“父母对我们就
像养鹰，时候到了，就放手让我们自己拼。”他说，

“刚到智利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没有朋
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匈牙利的生活很安逸。到
了这里，一切都不同了。说实话，那时候很迷茫。”

挑战激发了斗志。为了解决语言问题，他和员工
住在一起，一日三餐也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硬逼着”自己掌握了西班牙语的基本沟通。

而且，一直随父母做批发生意的他对零售一窍不
通。“简单点说，批发就是货到店，批发客取走货，整
个过程就结束了。而零售，就需要选好店面、设计好装
修风格、考虑好人员配置、还要安排好鞋子的摆设，很繁
琐。”花了两年的时间，他才摸清了全部门道。

如今，夏章德兄弟两个在智利忙得热火朝天。“弟
弟负责伊基克那边的出口生意，主要面向周边国家。
我负责智利本国市场。目前，智利国内已经开了20几
家零售店，还有几个店处于筹备阶段。在伊基克那
边，刚来的时候，一个季度的销售量大概 20 个货柜，
现在翻了几番。”

有朋友形容夏章德为“创业狂人”。他乐了，坦
承：“我父母其实还不算满意。他们认为，在这里4年
时间至少应该开40家店了。”

压力之下动力不小。“在这个国家做生意是讲资历
的。新公司找店面，一般房东是不会租给你的，商场
也是一样。我跟一个商场谈了 3 年多，才允许我们入
住。”几年的耕耘准备，夏章德兄弟的生意似乎开始步
入腾飞阶段。夏章德对未来很有信心，“出口方面，我
们从去年就开始向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拿马3个国家
渗透。智利国内市场方面，我相信，三四年之内，应
该能达到60家店。”

从 2008 年至今，施至成一直稳坐菲律
宾首富宝座，在东南亚商界有着举足轻重
的影响力。他一手创办的SM集团目前在全
世界拥有 53 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和东南亚
最大的购物城。菲律宾媒体用“狐狸”一
词来形容施至成投资的精明，称他“从未
犯过错误，一次也没有”。

1925 年出生于中国福建泉州的施至
成，11 岁跟随父母移民到菲律宾马尼拉，
全家人以一间售卖蔬菜、干货和日用品的
小杂货铺为生。初到菲律宾时，施至成一
边上学一边打工补贴家用。后来，二战爆
发，施至成家的小杂货铺被迫关门。二战
结束后，物资极为匮乏，很多菲律宾人没
有鞋穿，施至成便开始涉足鞋店生意。到
1958 年末，他在马尼拉开了第一家鞋庄。
1972 年，他扩张了店面，在马尼拉开了一
家百货商场。

拥有了商场，施至成又打算建造一个
综合性的大型购物中心。1985 年，他的第
一家“SM”购物中心正式开张，它也是当

时菲律宾的第一家大型购物中心。1986
年，他在马尼拉各片区买下大片土地，建
起一个又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他的企业也
由此从单纯经营零售逐渐转向了房地产开
发和购物中心管理。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商场经营理念在
菲律宾被施至成推广开来，即“一站式”
购物体验。结合菲律宾人
爱看电影的习惯，施至成
在他的每一家购物中心内
都设有电影院，这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菲律宾人的业
余生活方式。

施至成一直对故土怀
有深厚的感情，至今仍乡
音不改。他说：“我在中国
的 投 资 ， 一 半 是 基 于 乡
情，另一半才是出于商业
考虑。热爱故里是海外游
子的本性，为祖籍国的富
强做一点贡献，是每一位

华夏儿女应该做的。”
因此，古稀之年的施至成在中国内地

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选在了祖籍福建泉州
晋江。1992 年，他在晋江投资建造了中国
内地第一家 SM 大型购物中心，这一年施至
成 67 岁。在晋江投资的想法遭到了施至成
一些朋友的反对，因为晋江只是一个县级
市，但他认为，SM的确可以到中国任何发达
城市去做，但选择晋江，只因这里是故乡。

在施至成的支持下，晋江市政府从
1999 年到 2006 年连续举办了 8 届中国国际
鞋业博览会，带动鞋业产业的迅速发展，
晋江也因而被命名为“中国鞋都”。施至成
专门在他的 SM 城市广场旁边辟出了约 2万
平方米的展厅，供给当地政府开办鞋业展
览使用，支持故乡经济发展。

（来源：闽南网）

在中国的两年让我彻底沉淀，见识到一
个企业的市值如何在一年内增长了3亿，大环
境造成的创业潮流与中国资本的强大令人大
开眼界。卖产品是传统的经营，产品之外，
金融是更深层次的买卖，是价值、信用、未
来价值的买卖。运用好资本才能帮助企业迅
速壮大。

——马来西亚宏愿集团创始人周正义

与创业伙伴间的关系就像夫妻，要看对
方的优点，而不是挑缺点，尤其是两人之间
不能过于计较，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谁贡
献少，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
——美国金士顿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杜纪川

做生意 90%靠自己勤奋和智慧，要有一
种胆量，要不断收集讯息等，看准时机要
快，如果每次胆量都太小，永远是穷人。做
生意要有胆量，但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
量对人。

——马来西亚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富不过三代并不是说第三代没有能力与
思想，而是第三代没有心腹和一起打拼的团
队，没有将心比心的人脉。整合人脉是提升
自己最好的挑战，整合了企业精英可以减少
竞争对手，精英团队能帮助企业加快速度发
展，企业家必须创造商机，整合团队，而不
是寻找商机，独创奇迹。

——马来西亚世纪皇朝集团主席吴帝庆

一个企业家要有长远的眼光，眼下可能
是赔钱的项目，但从长远来看，则可能是赚
大钱的项目。做生意要善变，不断地调整经
营策略，而至于怎么变，取决于市场需求。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栽

智智利利华商华商：：

““天涯之国天涯之国””机遇诱人机遇诱人
本报记者 张 红

商 界 传 奇商 界 传 奇

智利是

地球上最狭长的国家。

由于地处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与南极洲隔海相望，离南极最近，所

以智利人常称自己的国家为“天涯

之国”。在这里，新老华商找到了

一片得以施展拳脚的天地。

陈晓岚陈晓岚

夏章德夏章德

菲律宾首富施至成：

白手起家的百货大王

历 史 掌 故历 史 掌 故

商 论 语 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华商看中国发展

2016 年，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然而国内传统外贸又是逐渐削
弱，新型竞争优势有待形成。2017 年，世界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因此，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强

“一带一路”建设，积极鼓励和扶持跨境电
商发展，是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提质增效的必
由之路。

——美国飞扬快递公司创始人邓澍宏

“中国是农业大国，东盟有非常好的区域
资源和气候优势。中国有 13亿人口，要吃的
东西很多，但四季分明，有些作物在冬天不
能种植。接近赤道的东南亚，很多东西可以
四季种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两地
在这方面可以深入合作。任何人若没有在中
国和平崛起和文化复兴的过程中获益，那只
能怪自己。”

——马来西亚绿野集团董事长李金友

“中国和印尼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都是
人口大国，市场潜力巨大，经济互补性强，
文化各具特色，开展全面合作具有广阔前景。
中国携雄厚的经济实力，协助印尼发展国内
缺乏而急需的公共设施：从发电厂到公路甚
至港口码头等项目，这些都是双方能够合作
的地方。”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许锦祥

华商谈经商之道华商谈经商之道

商 论 语 丝

5月 9日，由国务院侨办、中国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主办的“2017 华商博士烟台行”活动结
束，海外华商博士与烟台百余家企业达成合作
项目70多个。此次活动邀请了来自28个国家和
地区的150多位华商博士携带近百个投资合作
项目来烟台考察洽谈，他们当中有实力雄厚的
实业家、有科技创新前沿的科学家、有世界一流
学府的教授、还有年轻有为的中青年博士。

据悉，此次海外华商博士带来的投资合
作项目涉及电子商务、大数据、新材料、新

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包括
“人工智能综合测试系统”、“地方政府经济大
数据平台”、“深层灌溉系统”、“多光谱信息
融合成像技术”等高新技术项目。活动期
间，海外华商博士们不仅与烟台企业家面对
面交流，还进入相关企业、园区考察。来自
美国的陈友斌博士十分看重烟台的制造业基
础，他带来的“统一识别验证平台项目”被
一家企业相中，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来源：中新网）

百余位华商博士烟台寻合作

商 机 商 讯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前收
成的国家，落地的中资企业非常多，也真正给
马来西亚企业带来了效益。”5月9日，在成都海
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第二次理事会上，马来西
亚·中国总商会副会长林恒毅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在马来西亚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林恒毅介绍说，对于“一带一路”倡
议，马来西亚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我所知道的研讨会就有近80场，单场人数达
到300至500人，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4000人
左右，整体影响人数在 10万人以上。”“一带

一路”倡议甚至成为马来西亚高校研究生的
研究方向。“近 20 所大学都开设了‘一带一
路’倡议研究课题。”林恒毅表示。

当日，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 余
位海协理事参加了理事会，现场菲律宾菲
华工商总会、加拿大南京大学校友会等 16
家海外重点侨团、商会与成都海外交流协
会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目前四川省侨资企
业已达到 8000 余家，在川经商的侨胞总数
达 40 余万人。

（来源：中新网）

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中提前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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