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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
往来愈发密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菲
律宾投资，工业、房地产、饮食等产业领域都具有
发展潜力。如今，中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都十分健
全，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市场的竞争力也随之增
大。我希望所有企业都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品
质，并且不断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上好
佳集团董事长施恭旗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
的力度，为海内外华商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企业
也正在不断向外探索。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想要
成功地“走出去”，必须要在打造企业品牌的过程
中，保证产品质量，从而实现长远化的发展。

——日本华商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王志刚

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带来了无限
商机和机遇。目前，世茂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
已签订了十几个投资合作项目。过去“走出去”大
多是对外投资，我现在希望在投资过程中把品牌带
到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迹：从经济特区的成功试
验，到全国范围内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
简单的来料加工制造基地，到现在的全球电商中
心、物流中心和高科技研发中心，中国的经济腾飞
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泰山体育美国总裁彭寿臣

过去 4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外
侨胞心怀国家，会利用自身在当地的资源和熟悉中
外两种文化的优势，继续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添砖加瓦。早些年在国内投资的华侨华人已经享
受到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这也成功地带动了一
些持观望态度的华侨华人涌入到投资的热潮中去。

——巴基斯坦拉合尔华侨华人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骆建学

从商游刃有余

2003年，关金涛在中国的地产、传媒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在智利度假期
间，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扩大原本在
智利投资的北京烤鸭店。于是，副业变主
业，事业重心逐步转移到智利。

为什么选择智利？关金涛表示，除了
多年从商经验和敏锐直觉驱使外，也不乏
在认真考察当地投资环境后的理性分析：
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的拉美国家，在经济上保持着高度的对
外开放；智利人生性热情，待人真诚。这
是他看重的人文环境。

2008年，关金涛又将投资眼光瞄准智
利的矿业。很快他的事业迎来了腾飞。聊
起其中的经验，关金涛莞尔一笑，坦言自
己只是把握住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机遇。

“智利的铜矿产量占全世界的 30%，
其中出口量的 47%销往中国。仔细考察
后，我发现两国矿业在投资与技术上的合
作潜力很大。”关金涛对两国合作现状与
空间的体察细致入微，这是他在每个事业
转折点上理性判断的保证。

2010 年智利大地震后，关金涛本来是
支持当地葡萄酒庄灾后恢复生产的合作
方。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关金涛赢得了当
地酒庄的信任。在获准买进一定股份后，他
迅速为其打开中国市场。酒庄生意蒸蒸日
上，利润日增，双方当然都乐见这种“双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智
两国的经贸合作飞速发展，现在中国是智
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智利是中国在拉
美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 年 11 月，两国

正式签署了自贸协定升级文件，成为世界
自贸合作的典范。”2013 年以来，关金涛
亲自见证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智合
作不断深入，实现更大“共赢”，这也为
他的事业带来新机遇。

关金涛表示，随着两洋铁路、跨太平
洋地下光缆等设施联通项目逐步落实，他
相信届时两国合作发展将会迎来新的更大
机遇。

助侨不遗余力

今年6月30日晚，智利天主教大学剧
院里，2018 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
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智利赛区决赛火热开
场。智利华人选手以字正腔圆的咬字与高
超的唱功，赢得观众连连叫好。智利青少
年演唱中文歌曲的决赛同日举行。当地选
手也毫不逊色，以歌声诠释自己对中国这
一遥远国度的憧憬和热爱。

经过 5 年的成长，“水立方杯”中文
歌曲大赛已经成长为智利当地一个生动展
现中国文化的品牌。

“为了提升比赛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我
没少动脑筋，下功夫。”关金涛作为承办活
动的负责人与总策划，语气中难掩自豪。

除了拉中资企业作为赞助商、为参赛
选手提供丰厚奖品外，关金涛还创新性地
增设了华人成人及智利青少年等组别，极大
调动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积极引领了当
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

此外，关金涛所在的侨团每年还会承
办“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侨演出，为
在智华侨华人及当地民众奉上一场中华文
化的视听盛宴；组建的智利华星艺术团，

在丰富华侨华人文艺生活的同时，也为当
地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除了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之外，关金涛
还结合自身在智经商打拼的经验，于2010
年组建了智中经贸发展协会，推动两国企
业相互了解。目前，他旗下的旅行社，迎
来送往一批又一批想要实地考察经营环境
的企业，并为两国企业长期接洽牵线搭
桥。2017年，关金涛在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的指导下，协助组建了智利中国汽车行业
协会，凝聚起在智汽车企业的力量，进一步
扩大市场份额，保障中资企业在智权益。

聊到他参与的多个侨团未来的计划，
关金涛恳切地说：“我想，还是一如既
往，做好两个国家间的桥梁吧。”

行善慷慨解囊

投资经商，关金涛屡获突破；公益领
域，他同样闲不住。“有些事总要有人
做，我只不过是在那个节点上站出来了而
已”。关金涛笑着说。

2014年 4月，智利中部港口城市瓦帕
莱索附近发生森林大火。火势迅速蔓延，
救援刻不容缓。

“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关
金涛动员智利北京海外联合会，组建救援
队，为灾区募集口粮、矿泉水等灾民急需
的生活用品，并驱车进入灾区第一线，将
物资亲手发到灾民手里。

“我们尽的只是绵薄之力，但看见灾
民面对着我们带去的中国国旗连说感谢
时，许多同行的救援队队员都哭了。”关
金涛感慨万千：“那一刻，因祖国而生的
自豪感令人热血沸腾，几年过去了，那种
感觉一直留在记忆中。”

“在异国他乡会更懂祖国的意义，也
更热爱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我们责无
旁贷。”久居海外，关金涛认为，华文教
育对传承中华文化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派驻智利的中资机构不
断增多，员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日渐突
显。2015年，关金涛牵头，以智中经贸发
展协会的名义与智利佩德罗学校合作，成
立了智利北京中文学校。不同于只在周末
开设半天的“中文补习班”式的传统中文
学校，智利北京中文学校对接当地的教育
系统，在综合的课程体系外每天加开一个
半小时的中文课程。

2017年，关金涛又在圣地亚哥华人聚
居社区里开设托管学校，帮助照料华人孩
子，解决了家长在工作时间内无暇照看孩
子的后顾之忧。同年，关金涛筹划的当地
第一家华人图书馆在华人社区免费开放，
馆藏 8000 余册中文读物，极大满足了当
地学习中文孩子的需求。

“既然决定办这所学校，再纠结那些
零星的成本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自始至终
我们没有动用社会一分钱。”校舍租用、
教师培训，到食宿管理，再到建立图书
馆，关金涛乐此不疲。

“70号”见证华商的起步

“70 号”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城，人们
习惯性地称它为“新贝”。“新贝”建于上
世纪 60 年代，是由一个个区块组成，每个
区块又分别以数字命名。中国市场是在第
70号区块，所以大家就简称它为“70号”。

在贝尔格莱德，“70 号”在当地人心
目中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商
人和中国商品；而在当地华人心中，它是
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根基，也是彼此抱团取
暖的家园。

“70 号”是一个批发和零售中国小商
品的市场。据陈镁介绍，目前在塞尔维亚
共有 5000 多名华人，仅在“70 号”就聚
集了一大半。

走进“70 号”，迎面而来的是满眼的
中文招牌以及中式风格的商业标语；琳琅
满目的商品、服装、箱包摆得满满当当；
店主们或在卸货、装货，或是相互隔着摊
位用浙江青田话聊着天……这看起来与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地的小商品市场豪无
差别。

据在“70 号”经营的华商介绍，“70

号”市场是由老市场和新市场组成。1999
年，“70 号”商城建成了，占地 1 万多平
方米。2005年9月，新市场正式开业，如
今共有近千家店铺。老市场的设施比较老
旧，而新市场里新装了空调，每个店面的
空间也相对较大些。

早些年的贝尔格莱德“70号”更像是一
个中国商品集散地，波黑、黑山等国以及科
索沃地区的当地商人都要来这里进货。

生意场里的新灵感

与陈镁交谈，不难发现她的谈吐和眼
界很有特点。创建自主品牌、办课后辅导
班和学校、做慈善都是她带着那里的中国
人开始的。

来贝尔格莱德，陈镁起初并没那么痛
快。1998 年，陈镁的父母来到塞尔维亚，
在国内读书的她没有想过要出国。武汉大
学法律系毕业后，她回到了家乡丽水，找
到一份在初级法院的工作。可不安分的性
格让她无法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于是同
朋友在义乌投资开办了一家贸易商行。

浙江人与生俱来的经商头脑和坚持的
性格让她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于是，下

海经商成为了她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生的新
的职业规划。

在陈镁父母的一再要求下，她来到了
贝尔格莱德。售卖贴牌箱包成为了初来乍
到的陈镁的主要业务。“那时，这里的卖
家还没有品牌的概念，而我已经意识到了
品牌的重要性。我卖出的产品从一开始就
有自己的‘名字’。看到塞尔维亚人拖着
我们公司品牌的箱子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
街小巷，心中无比自豪。”

在陈镁的带动下，其他老华商们也开
始意识到品牌的意义，纷纷为自己的店铺
起名。做推广、打广告也成为了陈镁带给
华商们的新的灵感。

虽然陈镁来贝尔格莱德的时间不长，
年纪也不大，但她在这里很有地位，比她
来得早的姐妹们都很尊敬她。这份尊重得
益于陈镁为当地华商所做的实事。

华商子女的“大家长”

除了位于“70号”的店面，陈镁在另
一个城市还有一间零售专卖店。收入稳定
的箱包生意让陈镁和丈夫开始寻思着还可
以做些什么。“办学校一直是我和我先生

的心愿”。想到就要立即行动，这是陈镁
的一贯作风，于是她开办了一个课后辅导
班。

“对于大部分的华人来说，对子女的
学习力不从心。无法辅导功课就不说了，
孩子在学校里学到什么都不知道。不了解
教学体系，跟老师的沟通也不到位。”陈
镁经常要陪家长跟老师见面，做翻译，这
才了解到了大家的真正需求。除了补习
班，陈镁也会在教室开设免费论坛，她希
望能够给当地的华人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这些活动的举办得到了时任塞尔维亚
总统夫人德拉吉察·尼科利奇的支持。
2017年3月，德拉吉察代表塞尔维亚总统
夫人办公室与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
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将与陈镁联手共同开
展公益事业。作为塞尔维亚华人华侨妇女
联合会会长的陈镁说，她们选定诺维帕扎
和贝尔格莱德的两所孤儿院，每年定期捐
赠款物。在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会
准备一些专项慈善基金用于捐助孤儿院，
履行自己在当地应尽的社会责任。

（来源：中国侨网）
上图：陈镁会长在塞尔维亚华人华侨

妇女联合会举办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庆
典上致辞。

高大身材，说话间自然带出的口音，透露出他北京人的
身份；坐下来聊天，他不疾不徐，慢条斯理，又令人自然联
想到他所喜爱的绿茶的醇厚内敛。聊到兴头上，几个手势在
小桌上简单一比，关金涛将15年前赴智利投资创业的故事娓
娓道来……

关金涛的注意力可不只是在生意上。举办中文歌曲大
赛、驰援灾区一线、开办中文学校……他是个十足的“热心
肠”，对智利侨胞关切深远，为中智两国合作奔走不歇。

“一带一路”华商故事“一带一路”华商故事

智利侨商关金涛：

热心肠的北京人
贾平凡 贺文翰 吴虚怀

图为关金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贺文翰摄

贝尔格莱德“70号”:

陈镁的商业转型路陈镁的商业转型路
陈甲妮

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还没进“70号”，就看到门口
的空地上摆满了中国蔬菜，听到了摊主熟悉的吆喝声“东西我给你
装好了，年糕不再来点吗？”那里的韭菜、冬瓜、酱油、腐乳……各
种食材、佐料一应俱全。“70号”的华商们称那块空地为“菜场”。

“菜场见”成为了大家约定见面的口头语。

商 机 商 讯商 机 商 讯

10 月 8 日，“甘肃经贸推介暨企业合作洽谈会”
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来自两国的数十家
企业代表聚集一堂，就如何加强中格经贸往来与合
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达成系列合作意向。

推介会上，来自甘肃省的食品、建材、茶叶等
行业的企业代表向与会者展示和推介了具有甘肃地
方特色的农产品。中格企业代表还就加强在相关农
业领域合作达成合作意向。

上图：“甘肃经贸推介暨企业合作洽谈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铭摄

甘肃经贸推介洽谈会举行

近日，世界商品交易基地·加中贸易城奠基仪式
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加中贸易城是在 2014年第二
届加中投资峰会上正式签约落地的项目，受到中国
侨联的高度重视。此项目的奠基建设对于进一步巩
固中加两国经贸合作基础、促进两国经贸领域互利
共赢、携手推进全球市场一体化，将发挥积极作用。

奠基仪式上，中海商谷与加拿大北方药业等 4个
项目顺利签约。加拿大有关政府部门及工商界代表、
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等近200人参加奠基仪式。

上图：中加各届代表参加加中贸易城奠基仪式。

加中贸易城奠基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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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河北省侨联、衡水市委市政府主办，河北
衡水市侨联、武强县委县政府承办的“2018创业中华·
海外侨商衡水行暨武强经贸洽谈会”活动在衡水武强
县举行，13 个国家和地区 42 名海外侨商应邀到衡水
武强县对接洽谈、参观考察、寻找合作契机。

（均据中国侨网）

创业中华·海外侨商行举办

商 论 语 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