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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途经马来
西亚。2017年3月，随着阿里巴巴倡导的
eWTP首个海外站点落户马来西亚，一条
架在网上的“数字丝绸之路”也从马来西
亚开始。

在这条打破了地理、时间和空间限制
的“数字丝绸之路”上，出生在调制娘惹
风味酱料世家的马来西亚华裔蔡慧强，开
启自己的“赶考”之路。

对于蔡慧强和父亲来说，把家族生意
做到世界各地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也
都把中国视为打开世界的“跳板”。不同
的是，蔡慧强父亲的“跳板”是一条奔波
于中国各大外贸展会之间的参展之路，而
蔡慧强的“跳板”是一条架在网络上的

“数字丝绸之路”。

循环往复的“大考”

蔡慧强的祖父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早期
因为日本侵华而逃难到马来西亚扎根。蔡
慧强的外祖父是新加坡人，祖籍福建，有一
门做酱料的好手艺。蔡慧强的父母这一代
开始从商之路，从蔡慧强的父亲走街串巷，
一家一家叫卖自家调制的酱料，发展到夫妻
二人合力开办加工厂，让家里的酱料实现量
产。

“我父亲算是工业时代第一批去往中
国的‘先驱部队’。”蔡慧强回忆，在改革

开放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时，他的父亲立
即嗅到回归祖籍国发展的机遇，开始频繁
参与中国对海外开放的各类商业活动。在
这其中，让他父亲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中国
出口商品交易会。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从第 101届
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

“广交会”） 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此后，广交会从单一出口交
易平台正式转变为进口和出口双向交易平
台。

蔡慧强的父亲就是参与第 101届广交
会的首批马来西亚商人之一。除广州外，
广西南宁博览会、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展等

早期中国改革开放代表性的展会中，都有
蔡慧强父亲的身影。

相隔近 4000公里的空中距离，每次参
展对他们父子来说都是一场大考。每次展
会上，父子两人都要将数百公斤展示产品、
设备和道具带到会场，清关、布展、撤展、清
关……循环往复。

尽管参展辛苦，但蔡慧强的父亲还是坚
持参加各种展览，因为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个
与中国有关的生意机会。

创二代的新“跳板”

2017 年 3 月，阿里巴巴倡导的 eWTP

首个海外站点落户马来西亚。此前就发现
“线下遇冷，线上交易异常活跃”的蔡慧
强意识到必须要赶上互联网潮流。

2017年8月，蔡慧强在阿里巴巴国际
站上的店铺正式开始经营。同年，国际站
上，跟他一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商家数量激
增到近5000家。

为加强差异化和优势，除自家的特色
酱料外，蔡慧强还把马来西亚闻名的优质
燕窝和黑胡椒粒一起上架到店铺里，作为
核心主打商品售卖。与此同时，蔡慧强还
参加了不少平台的各类培训和活动。2018
年3月，阿里巴巴为国际贸易商家组织了
一场新贸节，并且第一次为马来西亚商家
开出国家馆，180 个马来西亚商家报名，
蔡慧强被顺利选中。

这是蔡慧强第一次参加线上大促。活
动中，蔡慧强的首个采购订单来自沙特阿
拉伯。几天的活动下来，一共有 50 多个
采购商找到蔡慧强咨询代理和进货，还有
数百个潜在开发的买家和需求。

大促结束两周后，蔡慧强的店铺排名一
举进入马来西亚商家中的前十名。自称中文
十级的蔡慧强给活动打了个比方，他说自己
像是“进京赶考”，阿里小二像是陪考“书童”。

虽然大促已经结束，但在这条打破了
地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数字丝绸之
路”上，蔡慧强的“赶考”之路才刚刚开
始。 （来源：中新网）

靠创新站稳脚跟

快 40 年了，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民更加坚
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1979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
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
许多外国企业还在观望时，祖籍广东的谢
国民带着1500万美元来到深圳投资，拿到
了深圳市首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正
大集团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华投资的
外商集团。此后，他又相继在珠海、汕头
拿到了首号执照。

谈及当年投资的底气，谢国民说，这
源于他带来了当时中国农村最缺的 3样东
西——技术、资金和市场。

在深圳，谢国民提出“一个人养一万只
鸡”。“这个目标怎么实现？我们靠标准鸡
棚、专业服务队伍、最好的饲料来养最好的
鸡种。”他介绍说，通过分工，正大集团将养
鸡环节交给农民，在饲料、配送、销售等环
节提供一条龙服务。这个朴素逻辑就是后
来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公司+农户”理念。

如今，正大集团在中国投资规模超过
100 亿美元，业务涉及饲料、食品、医
药、零售等领域，遍布中国每一个省份。

上好佳集团同样是进入中国较早的一
家侨资企业。邓小平南巡后，菲律宾华商
施恭旗看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积极回
国投资，于 1993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上
好佳工厂。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食品还是
用透明塑料袋包装，施恭旗将全新的设计
观念、包装技术带回国内，以至于当时很
多人都以为上好佳是进口食品。

施恭旗还创新经营管理，为工人涨
薪、改造食堂、安装暖气，还让工人自主
投票决定工厂去留。施恭旗认为，适应中
国的文化习惯，管理人比资金更重要。

“结果，90%的人要我们留下来。”
目前，上好佳集团在各地设立了 15家

工厂，除了生产薯片、糖果、饮料、巧克力制
品等休闲食品外，还从事包装材料的生产，
上好佳也成为中国无人不知的零食品牌。

统计显示，全球华侨华人 6000多万，
华商企业资产约 4万亿美元，各类专业人
士接近 400万。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
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
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靠创新转型发展

近年来，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发展迅

速，如何与互联网联姻？如何实现转型发
展？这是摆在华商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正大集团和阿里巴巴合作卖饲料，教
会村民们做电商，谢国民说，“这就是创
新，老虎加了翅膀又飞天了。”近年来，
正大集团积极参与农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
合，为传统农牧食品业发展插上了互联网
的翅膀，自身也实现了互联网转型。

而在模式创新上，正大集团以往的
“公司+农民”变成了如今的“四位一体”
模式：农民当股东，负责种、养；企业负
责深加工，承担市场风险；建立对接餐
厅、超市的销售网络；鼓励创业者开设餐
厅，打通从种养到餐桌“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充满了机会，但不能沿用老
办法，要有创新思维，如果还是按照旧的
做法，就要被新时代淘汰。”谢国民说。

上好佳集团同样遭遇挑战。“我们发现
过去一直倚重的大卖场、超市的销售增速明
显放缓，‘新零售’正当其道。”上好佳（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学理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新事物和新业态的发展不应忽
略。”

在保持原有的渠道和市场情况下，上
好佳丰富销售模式，更多关注便利店、机
场、火车站、加油站等人群密集地方的销
售。同时，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密切关
注新一代消费者的需求，坚持在“健康、营
养”基础上，不断贴合消费者的喜好。

靠创新赢得未来

“每一个时期都要根据当时发展情况
和环境，创造有利机会。”这是香港富华

国际集团董事长赵勇多年的体会。
上世纪 90 年代初，北京还没有一个

像样的商业交流平台。赵勇发现了这一商
机，在当时北京饭店对面建立了北京长安
俱乐部，对北京商业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从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世界侨商中心，到
积极参与北京“侨梦苑”侨商产业聚焦区
建设，再到积极拓展海外布局，富华国际
集团在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了新跨
越。

“改革开放 40年来华商在中国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就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过
程中遇到的同样问题。”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
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主任许又声鼓励华商同中国企业合作，
既当红娘，又当新娘，在利用互联网、高
科技实现自身转型的同时，帮助中国企业
转型升级。

施学理认为，政府的扶持和协助，在
企业转型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此次博鳌
亚洲论坛上中国释放的扩大开放新信号，
为华商提供了更好地参与中国新时代发展
的平台，上好佳也会把握机会，积极探索
跨境电商。

“当下华商经济涌现出一些可喜的新
特点，包括新型战略拓展眼光、新兴经济
元素、新时代发展定位等。”香港世茂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认为，这是海外华商
适应时代、国家、市场变化，不断推动自
身转型升级的产物，是华商经济新的生命
力所在。

许荣茂建议，侨资企业可以进一步加
大“一带一路”方面的业务，创新经营，
做好创新的推动者和开放的催化剂。

闽籍侨商在日办展会

近日，全日本中华料理·宾馆支援协会等华社及媒
体在东京举办“第六届在日华人国际商务交流 （微
商） 展”，在日闽籍侨商力推“清新福建”文化和旅游
特产。

据介绍，此次展会共有130家参展商，涉及人气品
牌化妆品及生活用品、食品饮料、医药保健、医疗美
容整形、航空旅游、不动产、国际物流、法务税务、
IT人材派遣、国际文化交流等产业领域，参展的人气
商品多达数千种，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寻觅商机。

爱尔兰福建商会返乡考察

爱尔兰福建商会近日先后考察了多家福建当地企
业，对接洽谈食品产业合作事项。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翁小杰陪同考察，当地公司主
要负责人接待了爱尔兰福建商会会长一行。

考察团实地考察了当地企业的产品展示厅、品牌
形象店和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的主营产品、商业
模式和销售情况，就发挥社团和企业各自优势，共同
架设中欧食品餐饮企业合作之桥，携手开展食品行业
产品、人才与技术国际合作等事项深入交换意见，达
成多项共识。 （以上据中国侨网）

卢森堡中企协会召开年会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 （中企协） 近日在布
鲁塞尔举行2018年全体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协会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设想、新任副会长的任命、
新会员的吸收以及会费调整等事项。

中企协目前拥有正式会员 21家，均为中国在比利
时、卢森堡投资的企业。会员涉及的行业主要有国际
贸易、交通运输、码头运营、仓储、银行金融、工程
技术服务、酒店业、技术研发、制造业等。

（据新华网）

华商紧跟改革开放鼓点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商 界 传 奇

华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侨资占比七成以上。华商企业不仅
为祖 （籍） 国带来大量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开拓者和参与者。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华商经济进入转型升级与
创新发展新时期。如何转型？如何创新？华商们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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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华裔经商变迁

从奔波参展到赶“数字丝路”
赵小燕 黄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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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一带一路”就是道，道生万物。我们在美华人应
就“一带一路”在法律、经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沟通。

——美国北京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许力

中国本着大国风度，公平正义，相互尊重，不干
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不论大国小国都尊重他们主
权的原则，让其他国家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是值得
交往、值得信赖的朋友。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很多重要
国际事务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主导。

——泰国正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剑波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坚
强的领导，能够凝聚全民族共识，万众一心谋发展。新一
届国家领导人为海外华侨华人所热切期盼，相信新一届
国家领导人将带领中国继往开来，踏上伟大新征程。

——南非环球广域传媒集团董事长 南庚戌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中西金融资本市场的“任督二脉”要被彻底打
通，这是最大的趋势，也是将来最大的商机。我一生
最大的梦想，就是搭建澳中金融与投资的桥梁，让这
座资金桥上双向都跑满各种“车”。

——澳大利亚宝泽金融集团创始人 王人庆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重大机遇，各国华商要想借
这个经济东风，助力自身发展，就必须先苦练“内
功”，摆脱传统观念与经营模式，以现代化企业管理制
度与经营理念，为企业规避风险赢得先机。

——泰国泰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锦庭

商 论 语 丝

图为闽籍侨商在展会上推介“清新福建”文化和
旅游特产。 杨丽玉摄

图为闽籍侨商在展会上推介“清新福建”文化和
旅游特产。 杨丽玉摄

图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左一）出席比利时卢
森堡中资企业协会2018年度大会。 潘革平摄

施恭旗

谢国民许荣茂

赵 勇

图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现场。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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