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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西施”名叫艾米丽，祖籍广东，2001
年跟随父母移民到美国。那时只有16岁的她，一
边读书一边打散工。那个年代，华人已经开始迁
到纽约布鲁克林区八大道经营，但是水果摊不
多，总共不到10家。她算是刚刚好赶上了最大的
这波移民潮。

新手入行 生意红火

19岁时，艾米丽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男方家
里做超市生意失败后搞起了水果批发，在八大道
开了个水果摊。刚开业那段时间人手不够，艾米
丽就被喊去帮忙。结果，她帮忙那两天，生意格
外红火。索性，老公就劝她把别的工作辞了，直
接到水果摊工作。

艾米丽刚开始在摊上卖水果的时候，很多人
都觉得很意外——“你的形象不适合做这个事
情！”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在时装店里面工作的，怎
么会不怕辛苦来八大道摆摊卖水果。冬天的时候
外面很冷，忙的时候很多货进来，那时，她完全
忘记了在乎，也顾不上形象，只要帮得上忙。

她说，自己的生意，不能嫌弃，虽然是粗活
脏活，可起码是靠自己规规矩矩赚钱，堂堂正正
见得光，自食其力心里有底。

缤纷鲜果 酸甜苦辣

刚开始，艾米丽连怎么摆水果都不知道，
后来才慢慢琢磨出一些门道，比如说视觉上搭
配好水果颜色。她希望通过摆水果的小窍门，
给客人留下“哇，好像彩虹！这家水果品种很
多”的第一感觉。

水果最重要的是新鲜，连挑水果，艾米丽也
是从头学起。比如八大道卖得最好的龙眼，新不

新鲜、肉多不多，要捏一捏、甩一甩，捏起来实
在、不容易甩掉果的就说明比较新鲜。像挑新鲜
榴莲也有窍门：拿在耳边摇一摇，如果熟了果肉
会离开壳，听起来声音响就说明可以吃了。

有时候生意淡，艾米丽的小摊上会放音乐
听，有些人在旁边停留等得无聊，就会来听听音
乐，顺便聊聊天，一来二去就熟啦，这是一种带
来生意的小方法。

艾米丽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不怕害羞。刚开
始的时候，她亲自拿着芒果，挨家挨户，走遍八
大道的甜品店和餐馆，推销新鲜水果。于是，她
和不少连锁品牌建立合作。

八大道水果生意竞争激烈，价格战是家常
便饭，最火大的时候还是碰上卫生局来查，艾
米丽的摊儿就被扫了两次，原因是不能在外面

收钱，一共被没收了 4 万块钱的水果，不准做
生意，还要申请各种牌。虽然，她后来才知道有
这种规定，但没办法，违规就是违规，老外没有
人情可讲。

爱美弄潮 靓丽风采

卖水果的活儿确实比较累，女人干久了就容
易变懒，变邋遢，但艾米丽还一直坚持她的“造
型”。

从最初拿着刀不知怎么杀榴莲，到绑荔枝扎
得双手皮破血流，她逐渐融入到现在的生活。自
始至终，卖水果的每一天艾米丽都没有放弃追求
时尚和爱美的自己，该做美甲照样做，该染头发
照样染，开开心心、整整齐齐化妆出门，站在摊
前，对自己和客人都是一种基本的尊重。

艾米丽小名叫“美丽”，整个八大道的人都叫
她美丽，她的水果摊也是因此得名。最开始是因
为一些老人家不知道艾米丽怎么读，她就翻译成

“爱美丽”，从此以后连她的家人都开始叫她“美
丽”。八大道这么多摊位，艾米丽希望她的摊位有
个特殊的名字，从这么多人当中标榜出来——她
家的水果是最美丽、最新鲜的。

这里服务也是最新潮的。艾米丽的摊儿是八
大道第一家接受微信支付的水果摊，按当天汇率
计算。在美国大家平时抢个微信红包，抢一大堆
也没地方用，她就想到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大
家来她这边转钱买水果，而且对很多美元不够的
留学生也很方便。

做生意要在大环境下脑筋活络。艾米丽说，
受时局影响生意不好的时候更要开拓思路，要成
功必须经历过、尝试过、付出努力。她希望在有
能力的情况下能给父母买套房子，让他们可以安
居，经济条件再好些就陪父母去旅游。

（据中国侨网）

“水果西施”艾米丽的美好生活
高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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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艾米丽

3 月 19 日到 21 日，第一届中国
（宁波） 海外工程师大会在北仑召
开。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意
大利、日本等20个国家的370余位专
家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宁波创新发展
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共谋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

据悉，北仑至今已累计引进外国
专家近 7000 人次。这些外国专家累
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申请 4530 项，
开展新产品研发和设计项目 14958
个，其中填补国内空白 484个，替代
进口2207个。

（据浙江日报）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云计算平台
阿里云 15 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阿里云印尼大区
正式开放服务运营。据介绍，这是
阿里云在全球开放服务的第 18 个区
域，阿里云成为亚洲最大的云计算
平台。

阿里云将为印尼市场提供弹性
计算、数据库、网络安全、中间件

以及人工智能等多款产品，服务电
子商务、媒体、金融科技、游戏、
运输和制造等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需求。同时，阿里云还将支持当
地人才培养，计划今后一年为当地
IT 技术人员开设云计算技术培训课
程，并在 2020 年前为当地 1000 家创
业企业的孵化提供技术支持。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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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吸引海外华商，除
了爱国爱乡因素，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重
视投资环境建设，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吸引外资
政策，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奠定了基础，其结
果是双赢或多赢的。

——香港洪氏集团副董事长 洪明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这些伟大成就感到非
常自豪。

——丽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李 胥

通过关注“两会”和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学
习，大家对新时代的祖国充满信心和希望，也
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随着中国
和俄罗斯双边合作的进一步升级，双方间的合
作前景将更加广阔。

——中国交建俄罗斯分公司负责人 马金良

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
济合作，而且致力于引领合作升级。亚洲国家
将受益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未来增长
动力将从投资转向消费，亚洲国家将受益于中
国庞大的内需市场。

——泰国泰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锦庭

华商谈经商之道

做生意不能只为自己赚钱，还要为对方考
虑，不能做一锤子买卖，要有来有往，有本生
利，积少成多。

——巴西PETROPAR公司创办人 林训明

控制自己的贪婪，不过分计较得失，才会
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畅游无阻。舍弃并不意味
着我们失去，更不意味着傻，相反，正是舍
弃，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

——印度尼西亚隆丰集团董事长 麦培满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和自己竞争。建造了
好楼，如果叫好不叫座，那就是失败，所以投
资眼光非常重要。

——泰世界集团创始人 陈克齐

华商要摆正姿态，提升自身的素质，尝试
在尊重和理解当地风俗文化的基础上规范经营。

——俄罗斯侨商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俄罗
斯中国南方商会会长 王广源

华商既要注册正规的公司，不走“灰色清
关”，又要保证产品质量，还要建立诚信体系，
让消费者信任中国商人，继而信任中国商品，
如此一来，华商在海外才能持久发展。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 蔡桂茹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和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 16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会暨
路演，来自欧洲联盟、比利时的政商
界人士以及中国驻比机构代表200多
人出席活动。

据悉，目前进口博览会已向全球
200多个贸易伙伴发出了参展参会的
邀请。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超过 1000 家企业报名参
展。

（据中国网）

开拓：筚路蓝缕创业忙

“每天早上 6 时起床，坐班车去上
班 ， 工 作 到 晚 上 8 时 ， 才 披 星 戴 月 回
家”，回忆起刚到新西兰的生活，高炜
说，那时虽然很苦，但却很充实。因为英
语基础差，每天工作之余，他还要学习英
语2小时。

高炜坦言，初到新西兰，面临的首要
问题是生存。虽然，身为知名科学家的父
亲，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新西兰工作，
但也只有一些微薄的生活补贴。

出生于中国食用菌之都——福建省宁
德市古田县，得益于中学时期寒暑假帮家
里种植食用菌的经验，高炜成为一家新西
兰种蘑菇的企业的技术工人，这一干就是
3 年。3 年间，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高
炜从技术工人升为领班，后来又升为生产
部经理。

在打工期间，学到最宝贵的东西是什
么？高炜说，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是
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调整。这为他后来在新
西兰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3 年里，高炜从未停止琢磨商
机。随着父亲在医学营养、生物科技方面
的科研成果获得多项专利，高炜开始利用
休息和周末时间，尝试推销父亲实验室里
出来的少量样品。

“被拒绝是常有的事”，高炜说，文化
差异给推广增添极大挑战，因为产品以灵
芝、冬虫夏草、人参和香菇等东方草本植
物为主要原料，这对西方社会是很陌生

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把目光锁定
在新西兰的亚洲族裔人群中。不管华人，
还是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对这些潜
在客户，高炜挨个推广产品。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的市场图景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1998 年，时机成熟，高炜决定和父
亲、哥哥一起成立自家的公司——新西兰
安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他主要负责销售业
务。公司刚成立时，只得在奥克兰的Do-
minion 路开了一个不足 30 平方米的小零
售店，但高炜脚踏实地，奋力拓展业务。
今天，这个小门店还在，成为安发初创时
期峥嵘岁月的见证者。

归来：情系桑梓思报国

2005年，安发集团回归中国市场，在
福建宁德生物科技园，筹建安发 （福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落地宁德，首要因素是我根深
蒂固的家乡情结，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不
忘自己是福建人”，高炜动情地说，福建
省政府非常欢迎我们回家乡发展，提供了
优惠政策。此外，福建有丰富的食用菌、
草本药材和海洋生物等资源。

报效祖国，服务桑梓。在国家“千人
计划”和福建“百人计划”的感召下，高
炜跟随父亲高益槐教授，带领科技团队和
成果回国投资兴业。

2010年，宁德生物科技园第一车间投
产。2015 年，经过近 10 年的建设，宁德
生物科技园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产值

可达 20 亿元以上，已成为安发集团在亚
洲的研发、生产、运营中心和管理总部。

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
问新西兰。高炜，作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
和华人代表，受邀参加新西兰总理府高规
格午宴，并有幸和习近平主席近距离交
谈。

“习近平主席得知我回乡投资创业时，
非常惊喜。他对宁德这片土地和人民感情
很深。他关怀地问我：‘在宁德的项目有什
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高炜对这次见面
印象深刻。他说，习近平主席鼓励他一定要
把宁德生物科技园建好，为改善当地百姓
的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贡献。习主席
的嘱托，高炜一直铭记在心。

提起回国发展的经历，高炜说，安发集
团是中国侨联各级组织的受益者。当他的
企业准备落地福建宁德时，为解决侨商对
政策和政府部门不熟悉的问题，当地侨联
组织三人全职工作组，入驻到高炜的企业，
一帮就是 3 年，帮他们沟通、对接相关部
门。高炜感激地说：“帮了我们大忙。”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侨商的利益。
“对我们，祖籍国有关怀、有扶持，也有
期待。用生物科技产业带动家乡经济发
展，是我们对祖籍国最好的回报。”高炜
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为不负众望，高炜带领企业深度参与
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成立农村合作
社，把先进的农产品技术和品种，比如香
菇、金针菇和木耳等种植技术，免费传授
给他们。农民生产出农产品后，我们全部
收购回来，帮他们解决销路问题，既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也促进农民增收。”高炜

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的扶贫经。

希望：立足中国赢全球

“安发国际控股集团在世界销售份额
中，中国占到 60%，东南亚占到 20%，澳
新区和美加区一共占到20%。中国的销售
份额还在逐年上升。”憧憬未来，高炜信
心满满。

产品质量好，技术含量高，一直是高
炜信心和底气的来源。“幸运”也是高炜
感慨的高频词。

1999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新西兰
召开。高炜公司的主打产品，被新西兰政
府作为健康礼物送给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和
政要，引发世界关注。

高炜介绍说，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把
目光放在全球版图上。为应对文化差异，
高炜团队为此制定了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事实证明，这样的营销策略切实有效。

“针对西方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我们
不过多强调药品的原料，而是更多向他们
介绍药品中的生物分子构成和生物萃取技
术，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高炜说。

新西兰是研发总部，中国是第一大市
场，东南亚国家是新兴市场，兼顾欧美市
场。战略定位清晰，奋斗目标明确。

2015年，安发 （长白山） 生物科技园
开工建设，比福建的科技园大3倍，建成
后将成为安发集团在中国的又一重镇。

“中国投资环境好，对外开放度好，
政府扶持力度很大。”高炜说，赢在中国
就是赢在世界。

新西兰华商高炜

“爱拼才会赢”的实干家
本报记者 贾平凡

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21岁的大学毕业

生高炜，放弃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机会，离开家乡福建宁德，随父

亲到新西兰。

背井离乡，从零开始，第一次走出国门，高炜内心多是对未来

的惶惑和不安。勤奋务实，稳扎稳打，和家人一起，高炜硬在海外

闯出一片广阔商业版图。立足中国，走向全球，高炜始终心系桑

梓，满怀雄心壮志，身体力行着“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神。

一晃间，20多年过去了。从一家新西兰蘑菇生产公司的技术工

人，到成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总裁，高炜稳操胜券地掌舵自己的人

生航向。如今的高炜，不惑之年已身居安发国际控股集团总裁之

位。在国内侨商圈，他口碑良好，是吉林侨商联合会会长；在国外

华商圈，他年轻却有威望，是第一位在新西兰EPIC商业峰会上发表

主题演讲的华人企业家。

阿里云印尼大区投入运营

宁波北仑打造全新平台

日前，从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获
悉，该县以服务企业、服务项目为核
心，大力度、全要素支持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研究
出台60条激励政策。

（据河北日报）

河北出台优化营商政策河北出台优化营商政策

图为高炜在EPIC商业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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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比推介国际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