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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买票，微信支付。从成都坐上高
铁，乘车按部就班，无拥挤，无推搡，车内
对号入座，普通舱座位也宽敞舒适。车行平
稳，时速近 300 公里，3.5 小时到万州！再从
万州坐车，高速公路，到奉节就1.5小时。如
今咱们的家乡建设，才是真正的“既超英，
又超美”！

——法国安迪苏公司亚太区副总裁刘永
刚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开
放包容的外交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誉，中华民族正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社会和谐的路上阔步前行，没有谁
能比我们这些华人更能深刻地领会到祖籍国
强大对于我们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

——柬埔寨老汉兴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国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但可以缓解中
国经济下滑的压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
升级争取时间，也将让中国为亚洲各国的发
展贡献积极的力量，推动落实中国领导人提
出的“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
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和平
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方
针。此外，国家在“走出去”项目的周边要
建立医院和民宅，使项目所在国和周边社会
意识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是要抢
占资源和市场，而是要配合他们的发展和民
生改善，是互惠互利的好事。

——印尼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志源

硅谷精神促他创业

“我真正创业是 2010 年，当时我 51
岁。这似乎有点有悖于人之常情。”范群
笑着说，“不过，在硅谷呆过的人，血液
里都有爱折腾的基因，都有创业的冲
动。在硅谷那么小的范围就聚集了近两
万家公司，很多都是只有十几二十几个
人的创业公司。那里的人，不管是同学
还是同事，大家经常通过各种形式的聚
会，谈谈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两个
人合起来是不是又可以创新做个什么技
术项目。在这种氛围下，自然而然就想
创业。不做点事情就觉得这辈子白过
了。”

眼前的范群，脸上总带着诚恳的笑
容。回国创业之前，他在美国硅谷已经
工作多年，并做到了公司高管。“在硅谷
干过五年八年一般都会拿到 6 位数以上
的年薪，再加上股票、分红等，收入较
高，会生活得很舒服。不过，也能看得
清退休以后的日子。”他说，“选择创
业，可以说是一种博弈。当然，这也和

个人抱负有关。”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创

业机会是范群在一次次与国内的交流中
产生的。从 1999年开始，范群陆续担任
硅谷科技协会理事长以及华美半导体协
会秘书长。“负责这些专业协会职务的初
衷是做义工，服务硅谷社区。无论是接
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还是带团回中国
投资考察，都让我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
多，也和中国各地的园区、企业建立了
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看到中国的飞速发
展，自然而然激发了我的创业梦想。”他
说，“而且，我个人与祖籍国的情感纽带
从没有断过。从 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到
美国之后，我就一直想回国做点事情。”

在硅谷的十几年则为范群的创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拿到全额奖学金读完
博士后，我就到硅谷的一家科技公司工
作。我加入的时候是那家公司成立的第
二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近 9 年，从
公司的各个技术职位一直做到了高管。
之后换到另一家公司做高管。我实现了
从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的转变，也经历
了一个科技公司从初创到上市的整个流

程。可以说，我看过‘猪’跑了。
现在想自己养一头‘肥猪’。”

“误打误撞”赶上好时候

范群公司的名字是威格林，他解释
说，这是英文 Waygreen“绿色之路”的
音译。他选择的创业方向是环保。

“我们公司的主攻方向是环保催化
剂，瞄准的是大气污染城市雾霾的治
理。目前专注于柴油车尾气排放的净化
处理。该项技术和产品也可以用在燃煤
电厂、取暖锅炉、发电机组等设备上。”
范群解释。

“现在中国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们从七八年前开始做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赶上了好时候。”范群
笑言。

范群目前是广州威格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入选第十
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创业人
才）。是 29 项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及专
利申请、约20篇论文的共同发明人和作
者。

回国时，范群选择的是团队创业。
“我们这个团队有 4 个人，3 个来自硅
谷，1 个在欧洲。这个团队是梦幻组
合。我们 4 人在海外的经历加起来也有
100 年了，在海外我们都是搞科技开发
的，4 个人的专利数加起来超过 100 项。
如今，我们公司在产品上已经拥有了十
六七项发明专利，建立了生产线，日夜
生产。如今我们的产品已经打入市场，
订单不断增加。”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正努力在补企
业管理这一课，力争成为一个合格的企
业家。”范群这样定义自己。

“想养几百头‘猪’”

从 1999年开始，作为硅谷科技协会
理事长以及华美半导体协会秘书长，范
群每年都会组织一两个科技商务代表
团、累计近千位硅谷留学人员及企业高
管回国交流考察和投资创业。而在这个
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机遇。

“刚开始，很难发动大家回国创业。
后来，随着中国对科技创新越来越重
视，各种政策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人
愿意回国创业。”范群说，“在这个过程
中，我对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困难体会
更深了。回国创办公司，要成功创业，
除了有好的技术研发实力作为基础，更
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握产品的市场定位、
融资能力、市场拓展等问题。怎样把超
前的技术做成一个产品，怎样让市场认
可这个产品，怎样拓展市场？这就需要
一个能力全面的团队。财务、管理、推
广、售后……哪个环节做不好企业都不
会成功。所以，我想为后来者创办一个
可以解决他们痛点的平台，为他们创造
更好的创业条件。”

这个平台就是范群目前正在忙碌的
“广州归谷科技园”。“这个名字一方面寄
托着我的硅谷情怀，另一方面也是让人
一看就明白是为归国人员服务的地方。
政府在广州开发区科学城给了我一个很
好的地方建设这个平台，让归国创业人
员可以在这里顺利发展。目前，已经完
成了科技园的设计并开工建设，至 2018
年底，一个占地约 110 亩、建筑面积达
30万平方米、拥有七栋大楼的‘广州归
谷科技园’就会封顶落成。”

“可以说，我在硅谷看过‘猪’跑，
然后在中国自己养了一头‘猪’，现在又
在打造海归科技园，就是想养几百头

‘肥猪’。”范群笑言，“我做科技公司，
只是做了一个点。做科技园，则是做一
个面。希望能和创业同仁们一起成长。
这也是一种创业生态创新。”

“创业要成功，是要把六七条直线交
叉整合到一个点上。说实话，如何实现
从科技工作者到企业家的华丽转身，我
还在路上。”对于前方的路，范群无限憧
憬。

到埃塞俄比亚种菜

王德杰原本在深圳有一家发光二极管灯具工厂。
10 年前，在一场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埃塞俄比

亚一家促销用品供应商找到王德杰，希望订购一批用于
宣传埃塞俄比亚本土啤酒品牌的LED灯箱。

“当时，我觉得非洲会是个潜在的大市场。”王德杰
回溯与埃塞俄比亚结缘的往事。“后来，我们专门给这个
供应商提供 LED 灯箱等促销用品，还有一些啤酒厂促销
用的玻璃杯和雨伞。”

国内产能过剩对王德杰的工厂冲击不小。再三考虑
后，王德杰关了厂，2012年来到埃塞俄比亚。

到埃塞后，王德杰时常去卢旺达菜市场买菜，“那时
候，菜市场的蔬菜产品太单一，只有大白菜、白萝卜和
土豆，想吃啥没啥”。

王德杰想，蔬菜应该有不错商机，于是有意搞规模
化蔬菜种植。

作为人称“最中国”的东非国家，埃塞政府把吸引
外国投资、推进工业化作为国策。近年来，大批中资企
业入驻投资。埃塞俄比亚中国商会统计，埃塞现有六七
百家中资企业、中国人 10多万。同时，埃塞是中非产能
合作先行先试国家之一。

创业艰难百战多

在埃塞，“高峰时约有20万中国人，仅在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就有数万人，”王德杰说，“中国人需要生活啊，
以后种植蔬菜提供给中国人，肯定大有可为。”

他开始寻找适合大规模蔬菜种植的土地。
“光是考察地理位置我就用了 3年。亚的斯亚贝巴周

边土地租金高、昼夜温差大，而且水源不充裕，需要打
井维持蔬菜农场运转，但打一口井成本要 100 万元人民

币。在首都周边搞蔬菜种植太不划算。”
与当地向导一起，王德杰在埃塞全境寻找适合大规

模蔬菜种植的地方。“向南我到了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
边境，向西我走到了埃塞俄比亚与南苏丹接壤的地方，
我几乎把整个埃塞俄比亚跑了个遍。”

他选择了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阿法尔州的一个地
方，距离亚的斯亚贝巴350公里，海拔600多米，平均气温
超过40摄氏度，还有一条河流、水源充沛，适合蔬菜种植。

在逆境中成长

2016 年初，王德杰开始试种蔬菜。一开始，他遭遇
不小打击。

王德杰占地面积300亩的农场种上蔬菜后，一场沙尘
暴席卷而来，把幼苗打得遍体鳞伤。

阿法尔州一些地方每年3月至4月沙尘暴盛行。王德
杰决定避开这一时段。另外，他在外围加种玉米等作
物，以保护蔬菜。

如今，他每天会安排一辆卡车，从农场把蔬菜拉到
亚城，部分批发给其他商贩，其余在自家超市销售。“现
在每天有近 1000 公斤蔬菜从农场运过来，有秋葵、冬
瓜、四季青等 30 多个品种，部分蔬菜价格在一斤 100 比
尔 （约合20元人民币） 左右。”

像其他中资企业一样，他为当地民众创造就业岗
位。农场眼下雇用60多名当地员工。“除了每个月给他们
发基本工资，（我） 还会给每个员工发30公斤面粉、5斤
油以及一定量的新鲜蔬菜。”

谈到下一步发展计划，王德杰说，他准备把农场扩
大到5000亩，打造成埃塞和吉布提的蔬菜供应基地。

他认为，农场位于埃塞首都亚城和东非邻国吉布提的
中间位置，农场种植的蔬菜今后可以直接出口到吉布提。

（据新华社电）

创业，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张 红

创业，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张 红

他51岁在广州创业。他说，在美国硅谷工作和生活了20年，血液里已经被

植入了爱折腾的基因。他说，在硅谷，他看过“猪”跑；回国做科技公司，是自

己养一头“猪”；如今，他要做科技园，目标是为创业同仁解决痛点，养几百头

“猪”。他说，创业，永远在路上。他，就是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的

广州市威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范群。

王德杰王德杰：：在东非种蔬菜在东非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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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谈经商之道

一个人陷入低谷时，要乐观坚定，有信
心，不气馁。做人应该是得不足喜，失不足
忧。失败要找出原因，以免重蹈覆辙，但绝
对不要被困在失败里走不出来。

——印尼维查雅煤电地产集团总裁洪贵
仁

细节往往决定企业的成败，一些看上去
细微的区别，往往是未来将竞争者甩开距离
的关键所在。

——新加坡口福集团董事长庞琳
要做好汽车，必须“现场经营”。到生产

线上、到市场上去看。市场管理，不是坐在
办公室签字、发号施令。如果自己能力不
够，一定要多到现场去学习。我们怎么做汽
车？全靠四个字：管理经营。利用不同专家
的智慧，把所有的配件和程序组合、集合起
来，做出好车、好产品。

——韩国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副会长薛
荣兴

华商看中国发展

图为广州威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几位博士在实验室讨论技术问题。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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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杰，45岁，山东
烟台人，在埃塞俄比亚生活 5 年，在东北部阿法尔州有一座农

场，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一家蔬菜超市。在首都亚城，绝大多数华侨华人知
道卢旺达菜市场，因为靠近卢旺达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而得名，周边聚集多家中餐馆

和中国超市……王德杰的蔬菜超市在卢旺达菜市场内，出售秋葵、冬瓜、四季青
等30多个品种。按照他的说法，“国内有的蔬菜，在我这里基本

都可以买到”。

商 论 语 丝

近日，在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上举行
大湾区建设暨“投资浙江，回归牵引”项目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 48 个项目，总投资
1548亿元，再次刷新世界浙商大会签约项
目投资总额纪录。

浙江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这 48
个项目是从上百个项目中层层精选最终确
定的，“我们对每个项目都认真核实了项
目选址、投资规模、项目用地落实情况
等，确保项目签约后落地开花。”

签约项目中，大湾区范围内的八大万
亿产业项目就达到 36 个，总投资 1204 亿
元，分别占比 75%、77.8%。从签约项目
的体量来看，上百亿元的项目有3个，投
资 50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10 个，总投资
839 亿元，占比 54.2%。签约项目平均投
资额达 32.25亿元，比上届世界浙商大会
集中签约项目提高74.3%。

（来源：《浙江日报》）

■世界浙商大会签约项目创纪录

图为第四届浙商大会会议现场。 来源：浙江新闻图为第四届浙商大会会议现场。 来源：浙江新闻

日前，来自全球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70 名华商精英，来邯进行经贸考察、
项目对接活动。海外华商在邯期间，先
后到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冀南新区、
魏县进行考察和对接座谈，就国际贸
易、医疗、农业、地产、环保、教育、
金融、通信、旅游等产业进行深入对
接。华商表示，邯郸有悠久的历史，雄
厚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发展空间，必将
成为广大华商侨胞创新创业的家园，希
望能够开展广泛合作，实现共赢。

（来源：中国侨网）
◀图为海外华商到邯郸经济技术开

发区进行项目实地考察。
来源：邯郸市侨联

近日，海南省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2017年
海南（香港）综合招商推介会。推介会上，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印尼、新加坡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南社团总会、总商
会、同乡会主要负责人及海南籍侨胞约1800名嘉宾出席推
介会。27个项目进行集体签约，主要涉及旅游、高新技术、
教育等领域，协议投资总额达380亿元。

会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琼投资心得和体会。他
们一致表示，作为一名爱国爱港爱乡的海南人或新海南
人，支持家乡发展是他们的本分，愿意以拳拳赤子心推介
家乡、投资家乡，把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转化为帮助家乡发
展的实际行动，为家乡建设发展添砖加瓦，为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海南日报》）

■2017海南（香港）招商推介会召开

■海外华商赴邯郸开展经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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