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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传递责任

多年打拼的成绩、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使张敏成为
西雅图华人的骄傲。2016年，张敏与微软全球副总裁
沈向洋博士一同获得了“杰出美国亚裔远见奖”，这是
美国亚裔社区最高荣誉，也是美国主流商业社会对她
近30年来在推动中美商贸投资、高科技领域合作与交
流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对我们来说，赚钱已经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提升
城市整体形象”，张敏说道，“我们想要改变兰顿市的
印象，让其以高科技城市而闻名。”

南港中美创客家园项目开展后，兰顿发生了很多
变化。张敏认为，改善交通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够提
升城市的整体形象，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
长期工程。目前，张敏打造的南港凯悦酒店和南港高

科技办公园区投资移民项目，已经为大西雅图地区，
特别是兰顿市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经
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名企业家，张敏一直具有一种社会责任
感。作为母亲，她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现
在，张敏的3个孩子都已成才。谈及教育问题，张敏认
为教育的成功与否是相对的，关键是孩子是否拥有幸
福感。“在这个方面，我也有过很多纠结和挣扎，但是
我一直在试图做到最好。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责任感
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开心的人，而
不单单是找到一个好工作。”

从筑梦到梦想成真，张敏始终没有将自己仅仅定
位在商人层面上，而是将事业当作人生的经历，将对
质量的追求和对责任的承担作为自己一生的坚持。张
敏认为，她的愿景不仅是发展地产业，“而是为新移民
与高科技公司创业者营造一个梦想家园”。

海外侨领侨商走进四川广安

近日，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
新加坡、新西兰、南非、马来西亚、丹麦等 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50多名海外侨领、侨商走进四川广安，参观邓
小平故居、广安市规划展览馆、协兴园区，出席广安市
举办的投资推介会。

侨领、侨商纷纷称赞广安的投资发展环境并一致表
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宣传广安，引领更多侨胞、侨商到广安
考察、投资兴业，助力广安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来源：中国侨网）

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成立

近日，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暨联谊会成立庆典在荷
兰海牙市政府大楼举行，张挺宏当选首任会长。中共深
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深圳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唐向群率
深圳侨务代表团前往祝贺。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事部主
任蒋华、荷兰外商投资局代表、荷兰中资企业代表、荷
兰华商企业代表以及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全体理事和荷
兰华人社团侨领等约200人出席。

唐向群表示，希望新成立的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暨
联谊会为进一步促进荷兰、比利时与深圳之间在经济贸
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搭建更高的平
台、开创更广阔的局面，为中国与荷兰、比利时的友好
交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菲律宾潮汕总商会成立庆典举办

8月20日晚，菲律宾潮汕总商会成立庆典在菲律宾首
都马尼拉举行，陈慎修当选首届会长，中国驻菲律宾大
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参加庆典并致辞。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向庆典致贺信。

参加庆典的嘉宾表示，菲律宾潮汕总商会的成立，
为在菲的潮籍乡亲们建立起一个连接海内外潮人的合作
交流平台，揭开了旅菲潮属乡亲精诚团结、谋求更大发
展的新篇章，同时也标志着遍布全球的潮汕商会又增添
了一支生力军。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为菲律宾潮汕总商会揭牌仪式。

2017年中关村侨创大会举办

近日，2017 年中关村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会在北京
未来科学城举行。来自海内外1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
侨界创新创业人士共聚一堂，就“智汇北京、共赢发
展”这一主题展开了交流。其中，鼓励侨界人士回国创
新创业的优惠政策解读成为本届大会的亮点。

作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近
年来因为政策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侨界创新创
业人士回国创业。据悉，目前中关村共有 37家海外人才
创业园，未来还将积极吸纳建议，为各位创新创业人士
提供更加完善的创业环境。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日前，第三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
会在深圳举行，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
张钦伟连续第三年带领阿联酋广东商
会组团参加“侨交会”。而就在上
周，张钦伟又受邀专程回到家乡汕
头，洽谈关于组团返乡投资的一些事
务。对于张钦伟来说，“飞”已成为
他这些年工作的一个常态。

今年39岁的张钦伟，其极富传奇
而又励志的创业历程，一直备受称
赞。

创业之初 遭遇低谷

1978年，张钦伟出生于汕头潮阳
谷饶镇，其父母曾经是小学代课老
师。张钦伟是家中长子，兄弟姐妹三
人。为了培养三个孩子读书，家中经
济捉襟见肘。为了帮助家庭减轻负
担，大学毕业后，本来有望成为公务
员的张钦伟选择了下海经商。

当时，汕头轻工产品加工市场初
具规模，谷饶镇已是国内知名的“内衣
重镇”，于是张钦伟第一次创业选择将
内衣作为切入点。怀揣着3500元，张钦
伟只身前往北京闯荡。和所有“北漂”
一样，大学刚毕业的张钦伟遭遇了许
多苦难，但想起父母的期待和乡亲们
的信任，他不敢有一丝半点的懈怠。

慢慢地，张钦伟从无到有建立起
自己的市场销售网络，赚得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然而创业并非总是一帆风
顺。他曾遭遇客户骗取巨额货款，蒙

受了巨大的损失。失望与迷茫的张钦
伟不得不选择回家。

让张钦伟备受感动的是，左邻右
舍和厂家老板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给
了他很多安慰。乡亲们质朴真诚的鼓
励，至今还温暖着张钦伟的心，张钦
伟决心开始二次创业。

重新起步 蒸蒸日上

2001年，张钦伟来到了阿联酋迪
拜，从此与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家庭责任和前期债务的双重压力没有
压垮他，反而给了他巨大的动力。

当时张钦伟看中了迪拜木须巴扎
市场的一个小档口，但手头缺乏资
金，于是他与店主商量，先让他开始
经营，半年后保证支付这笔转让金。
平日里张钦伟吃苦耐劳的形象和他带
来的“广货”得到了店主的认可，店
主答应了他的请求。

有了档口，张钦伟做生意更加有
干劲。第二年，张钦伟在迪拜注册成
立了“好来头”内衣公司，如今已在
迪拜开办多家连锁商店。

2007年，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
上，张钦伟投入了更多精力研究和策
划中国商品展销的渠道，先后开办了
阿联酋中国批发城、阿联酋手机批发
城、地球村灯展城等。

2011年，张钦伟投资兴建了“中
国城”，这是第一个真正由华人在阿
联酋建设及经营的批发中心，“做大

做强，打品牌，规模化，集约化，在
尝 试 中 奋 起 ， 这 就 是 广 东 人 的 性
格。”张钦伟说。

领衔商会 服务华人

张钦伟担当的职务有很多，但他
更多地以“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的
身份参加迪拜和广东省活动。近些
年，张钦伟带领阿联酋广东商会一直
在为阿联酋的粤商和新粤商搭建高水
平、有实力的商务交流和互助平台而
努力，不仅帮助许多广东企业“走出
去”，还把不少阿联酋企业引来中国
投资。

2010年，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广
东省贸促会、中国驻阿使领馆和阿联

酋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旅居在阿
联酋的广东侨胞、广东企业自发成立
阿联酋广东商会。这是广东省在海外
设立的第三个广东商会，张钦伟被推
选为首任会长。

对此，张钦伟有着清晰的思路，
“抱团发展”成为他经常挂在嘴边的
话。他说，作为一个商会，要体现公
益性，要想着怎么带动会员抱团经
营、抱团取暖把生意做好做强，怎么
样为华人增光，才能更有利地占领阿
联酋市场。

“ 让 在 阿 联 酋 的 广 东 企 业 和 侨
胞，让他们有家的感觉。在他们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商会都会伸出援助之
手。”张钦伟说。

（来源：《南方日报》）

张敏：追梦路上不忘责任
张永恒 崔依依

张敏，旅美华侨、西雅图最大

私人地产公司董事、华盛顿州中

国商会创始人、“杰出美国亚裔远

见奖”得主、南港全球孵化中心创

始人、川妹子、3个孩子的母亲。当

这位集众多标签于一身的商业女

性接受笔者采访时，她说，在西雅

图的华人社区，大家更愿意亲切

地称呼她为“张姐”。

东方女性 异国打拼

1985 年，这个出生于四川成都知识分子家
庭、主修微生物学的川妹子只身南下深圳，投
身于处于萌芽期的房地产行业。她亲身经历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变革和发展，同时也
积累了对房地产行业的理解和经验。1989 年，
张敏赴美发展。

回想起刚来到美国时的情景，张敏感受最
强烈的就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到美国之后，
首先感受到的是语言障碍和一个全新的文化环
境。怎样突破障碍并尽快融入新环境，是当时
必须做好的事情。”

“那时候我意识到，在新的环境里战胜困难
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心态。”张敏回忆，“所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你积极地融入当地
社会，兢兢业业地做事情，以华人的勤奋和聪
明才智，一定能够收获一份成功。”

东方女性的细腻、包容、大度和川妹子特
有的果断、执着、重情义，在张敏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张敏说：“我们的地产项目为什么在
市场上能够站得住脚，在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中
都没有倒下，是因为我们对质量的重视。我们
坚持的理念是，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搭建一座建
筑物、一间房子，还要使住在里面的人感到舒
适，使每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对这个居住环境产
生依恋。”

在处理与合伙人的关系上，张敏能够站在他
们的立场上看问题，从不和人结怨。项目结束后，
她和合伙人仍是很好的朋友。张敏认为，“与眼前
的得失相比，能否从合伙关系中学到有用的知识
更重要，这是合作关系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对多
角度看待一个项目大有帮助。”

在获得自身事业成功的同时，张敏还非常重
视对华裔年轻人的帮助。无论是正在创业的华裔
高科技精英、致力于服务社区的华裔政坛新秀，
还是在校学生和学生社团，张敏都会给予最大的
支持。

事业发展 搭建桥梁

旅居美国近 30 年的时间里，张敏凭借独到的眼
光、过人的勇气和勤奋以及东方女性特有的包容与智
慧，开创出了自己的商业地产王国。

1992 年，张敏成为华盛顿州中国商会的创始人和
首任主席，为中美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搭建起沟通的
平台。

1995 年起，她参与到舍柯地产的发展中。在随后
的20多年里，舍柯地产在西雅图地区成功开发了15个
房地产项目，包括约3500个住宅单位、3家酒店、2家
养老院等近 8 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及 2 万平方米的商业
区，逐渐成为西雅图最大的私人地产开发商。2013
年，张敏创立了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为中国投资人
提供优质的投资移民项目。

除此之外，张敏还掌管着南港凯悦酒店以及周边
高档湖景公寓。南港园区位于华盛顿湖滨，占地 17.1
英亩，是一个集生活、工作、休闲和入住于一体的综
合性社区。目前，拥有383套公寓的南港第一、二期商
住混合型公寓已分别于2002年和2008年竣工并稳定运

营。第三期是已于 2017 年 7 月正式营业的南港凯悦酒
店，它有 12 层、共 347 间豪华客房，是华盛顿湖畔最
繁忙的酒店与会议中心之一。第四期是正在施工建设
的南港高科技办公园区，将于2018年和2019年正式开
始入驻。

“园区的风景很美”，张敏说，“那里面临湖水，背
靠雷尼尔山，风水极佳。”第四期办公园区竣工后，南
港园区将拥有三栋9层写字楼，同时将容纳餐饮、咖啡
店、零售商等业态，与已建成的高端湖景公寓、南港
凯悦酒店共同组成南港综合社区。

张敏说：“房地产与地块相关，与开发无关。重要
的是要有家的感觉，而非一个盒子。”她希望南港凯悦
酒店和南港办公园区能够进一步提升兰顿市作为新兴
高科技中心的形象，以吸引适合的投资者。

张敏努力推动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与投资者入驻
新建的南港办公园区暨南港中美创客家园。目前，南
港中美创客家园已经与一些中国公司和孵化园区签订
合作协议。张敏认为，南港中美创客家园的目的是要
构建一个以离岸孵化器与技术融资模式为重心的战略
平台，加速高科技初创公司的孵化与市场化，帮助他
们进入中国或美国市场。

图为张敏。 受访者供图

商 机 商 讯

图为张敏开发的南港园区。 受访者供图

张钦伟：励志创业 回报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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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中国市场处于变革期，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但正因渠道丰富，也

成为华商回中国投资的机会。“一带一路”是新的“中国机遇”，搭乘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便车，将会走得更远。

——上好佳 （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学理

我相信全球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这一区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进
入下一个10年的经济源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它将成为
亚洲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正在迈向全民富
裕的新时代。

——马来西亚侨丰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黄宗华

从新中国建立起，我们就梦想着祖国的强大。现在，这一切都成为
现实，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最大的欣慰和自豪所在。

——菲律宾立高纸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庄金耀

★华商谈经商之道
创业，仅仅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独特敏锐的观

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日本株式会社创业新干线社长陈建

我想通过互联网、智能硬件这样的现代科技，让医疗领域的创新技
术实现产业化、标准化和可扩展化。现在我们找到了感觉，技术产业化
这条路非常适合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很成功。中国有着广阔市场，美国
公司往往想要涉足却不得要领。

——美国硅谷幼发拉底孵化中心首席执行官沈赐恩

我觉得做企业最大的价值不是在说你这个企业做到多大了或者你赚
了多少钱，而是可以回馈给社会多少。

——澳大利亚活曼特药业集团总裁叶蓓玲

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以工业生产的角度衡量，世界早已变成一个地球
村。如果我们华人不把企业带入到全球经济中，就注定不会有大出息。

——印尼维查雅煤电地产集团总裁洪贵仁

图为北京市政府侨办副主任主持大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