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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氛围是出国原因

19 岁，李新铸就开始跟着姐姐做生
意，跟了一两次就上手了。“我做的是海
鲜生意，比如去胶东半岛采购然后销往
日本等地。上世纪 80 年代，做得好的时
候，一天就能赚个万把块。”日子很滋
润，但他却依然想出国。

“我们福建人好像都爱出国。”他笑
言，“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都
出国了。在我们家乡，整体的氛围是：
出国才有出息，在国内赚再多钱别人也
看不到。”

于 是 ， 1996 年 ， 他 去 美 国 探 望 朋
友。但是，朋友们做洗碗工，这样起早
贪黑，要聚会还得等到晚上 10 点后的生
活让他觉得很没意思。这时，有朋友推
荐他去南非看看。

“来了我就觉得这里不错，机会很

好。南非当时还处于种族隔离时代，服
装鞋帽都是从欧洲进口，很贵。我们中
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才是欧洲价格的
1/20。当地人完全买得起。”于是，李新
铸到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取得了南非的工
作签证，3 个月后申请了永久居留。“手
续办完，我就可以回国采购了。服装鞋
帽、电子手表……那时候生意真的很好
做。曼德拉执政后，生意更好做了，常
常是货柜一到就卖完。”

2001 年开始，李新铸瞅准时机，离
开贸易领域，开始开工厂、做商贸中
心，这几年又转为承包政府安置房工
程。“南非的目标是要让黑人都有房子
住，这个商机很好。这边的人工成本
低，而且政府每年预算都要先保障安置
房工程。”他说，“当然也有很多困难需
要克服。比如，雇佣当地人，要管理好
才能保证工程质量；要保证不浪费材
料；要做好技术指导。我刚开始办厂的
时候，一个工厂要请六七十个中国人，

成本很高。后来，我们手把手地教当地
工人。现在一个工厂只需要五六个中国
人，管理两三百个当地工人，大大节约
了成本。”

抱团取暖是唯一选择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大批非法移民
的进入，南非治安环境变差，一些华人
被抢被杀。2003 年，我成为福建同乡会
会长。在使馆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筹备
建立华人警民合作中心。2003 年底，我
第一次召集侨领们开会。我说，抱团取
暖是唯一选择。不团结，我们就会成为
黑恶势力的绑架和抢劫目标。2004 年 1
月，华人警民中心正式成立。但是，因
为请的人有问题，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连中心的办公电脑都被偷了。几个月
后，我们从头再来。自己租房子，自己
刷油漆。那时，我遇到了有警察预备役
身份的谢宇航。他很热心，愿意加入。
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他就成了外勤主
力。慢慢地，警民中心运转起来了。这
两年华社的恶性案件显著减少，受害人
数已经从往年的两位数降到了个位数。”
李新铸十分自豪地说，“大家说，在南
非，朋友的电话可以忘记，警民合作中
心的电话不能忘。”

华人警民中心做了很多实事。
2018年4月17日，离约翰内斯堡400

多公里的地方发生了骚乱，当地有7家华
人的店。如果这7家店被抢光，损失会是
几个亿南非兰特。

正在危急时刻，两部装甲车，6 个
人，6条长枪，赶到了现场。在几百发橡
皮子弹的威慑下，人群散开。但是，很快，
人群再次聚集。然后，真枪真弹的声音传
出，那是6个人在朝天鸣枪示警。

就这样，整整 6天。7家店得到了保
护。华侨华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这是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的真实
工作场景。“当时接到电话时，我正在河

南。这种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帮忙。整
个过程我都是电话指挥的。”李新铸是现
任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事实
上，从警民中心筹备到如今，从几经坎
坷到得到广泛认同，李新铸始终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打好交道是关键因素

现在，南非全国共有 13 家华人警民
合作中心，与各地警局都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除了我们自己人，我们也开始借
助当地警局的力量。如果有侨胞遇到紧急
情况给中心打电话，我们就会给当地警局
打电话，告诉他们在哪个地方有我们的侨
胞出问题了，请他们马上派警察过去。”李
新铸说，“一方面这解决了很多侨胞语言
不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心的
电话会让当地警局更加重视。”

这背后是李新铸和其他侨领们的共
同努力。“目前中心每年的开销大概是70
万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各个华人社团。
现在中心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募集资金
比较容易了。刚开始时，主要靠各位华
人社团会长。”

成立之初，华人警民中心曾遭到当地
警察抵制或无视。如今，中心的标志已经
得到了警察的认可。李新铸说：“转折点在
2006 年 5 月 26 日，一家商业中心遭遇抢
劫，4名警察当场被打死。我们当时不仅有
人跟着去了现场，参加了追悼会，还募集
了 16 万兰特慰问遇害警察家属。”正是这
样细致入微的诚意和善意，逐渐让当地警
察认可了华人警民中心，觉得他们是真心
为社区服务。

2018年 3月 23日，李新铸再次担任南
非华人警民中心主任。这一次，中心购买
了会馆，精心装修。无论是年终聚会还是
培训、会议，这里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说实话，在南非，华人要保证安
全，就要抱团取暖，要和当地警察加强
合作。”

南非华商李新铸：

我们要为华社安全尽心尽力
本报记者 张 红

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是众人羡
慕的对象，他那时曾经一天就赚上万
块。在家乡浓厚的出国打拼氛围下，他
忍不住要出去看看。但是，与很多人选
择去美国不同，他选择了南非这个当时
还不为中国人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
打拼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这里，他和
许多共同理想的人一起，为华人社区安
全尽心尽力。他就是现任南非华人警民
合作中心主任、华商李新铸。

商 界 传 奇

图为李新铸 （前排左一） 现场查看华人商城集中区域的安全问题。

商 机 商 讯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吸引着众多侨界
人士关注。不少华商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具体部署，进一步激
发了他们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信心和力量。

历史性机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支持港
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
化与内地互利合作。

结合不久前公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不少侨商纷纷表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华商要积极发挥
优势，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机遇，努力
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奉献侨智侨力。

加拿大深圳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齐佳认
为，“一带一路”建议的不断落实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动，同时为广大海外华商
提供了很多机遇。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明
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拿大
深圳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齐佳说，加拿大深圳
社团联合总会将充分发挥中加创新中心的平
台作用，加大科研项目的引进，加大人才培
育和引进力度以及充分发挥侨界资源的优
势，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以及深圳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
都，实现海外各方优势资源与中国良好环境
的协同发展。

更广阔平台

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暨联谊会会长张挺
宏表示，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了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 为 海 外 侨 胞 搭 上 祖

（籍） 国发展的顺风车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他说，目前已有上百家荷兰企业在粤港

澳地区开展商贸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在荷华
商与大湾区产生商贸往来。大家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祖（籍）国改革发展为改善商业合作带
来的各种便利。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暨联谊会
将继续做好中荷比商贸的经济纽带，积极开展
和接待对华商务考察活动，加强荷兰比利时侨

资企业与粤港澳地区的企业交流。
“改革开放初期，在投资环境差、前景不

明朗、外资观望徘徊的情况下，华侨华人率先
回国投资兴业，看重的是亲情、乡谊，投资带有
很大感情色彩。如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让华侨华人吃下了一颗颗‘定心丸’，回国
投资兴业意愿更强烈了。”泰中深圳总商会会
长郑楚标表示，泰中深圳总商会将结合自身的
优势，勇于担当，把优质的资源带到深圳，把深
圳精神带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抓住第五届国际
深圳社团大会今年在泰国举办的契机，向世界
讲好深圳故事，进一步推动深圳与泰国在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拓展新商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大，侨胞
与祖 （籍） 国的联系更加紧密。”马来西亚深
圳总商会会长李锦贤表示，今年是马来西亚
与中国建交45周年，中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取得了长足发展。各方面应抓住历史机遇，
携手努力，加强对未来的信心。马来西亚深
圳总商会将积极为深圳、马来西亚两地搭建

联系桥梁，促进彼此间的经济贸易、高科技产
业、文化教育、医疗和旅游等各方面交流和创
新合作。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全球化大格局是大
势所趋。我们海外侨胞必须要把握机会，以
正面的新思维和商贸新模式共创更大的经济
发展空间，拓展新商机。”李锦贤说。

阿联酋深圳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张钦伟
说，去年12月，深圳与阿联酋迪拜结为友好
交流城市。作为海外侨胞中的一员，要继续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推动双方优势资源互补和共享，共同为促
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

（来源：深圳侨报）

四川省侨办赴侨企调研四川省侨办赴侨企调研

近日，中国广东汕头市驻柬埔寨经贸代表处在柬
埔寨金边市挂牌。

中国广东汕头市贸促会会长程晓群表示，选择在
柬埔寨成立汕头市经贸代表处，是汕头推进“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的积极部署，也是团结在柬的潮汕乡亲
的重要举措，可以发挥其“窗口、桥梁、协调、辐
射、服务”作用，为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添砖加瓦。

“代表处”将当好宣传推介的使者和当好信息交流的桥
梁，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助力汕头企业“走出去”，对
接当地企业“请进来”。 （据中新网）

汕头驻柬经贸代表处挂牌

华商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
柯东波文/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后，大湾区发展脉络日益清晰。图为深圳中国前海梦
工场 （2月22日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后，大湾区发展脉络日益清晰。图为深圳中国前海梦
工场 （2月22日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图为汕头市驻柬埔寨经贸代表处挂牌仪式现场。

近日，广西侨商会“会员日”活动在南宁举行，
参加活动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统战部
部长徐绍川力邀侨商参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他表示，近年来，广西发展势头
良好，经济由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特别是目前，国家给予广西一系列扶持和优惠政策，
将使广西成为发展热土。

当天的活动中，广西侨商会会长、怡海集团董事局
主席王琳达表示，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法》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于外国投资
者将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保护，这将吸引更多跨
国企业投资。她同时提醒投资者要对中国法律更加敬
畏，在投资发展过程中须严格守法，规范经营中的细节。

（据中国侨网）

广西邀侨商建设陆海新通道

近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文甦赴
侨资企业四川心怡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走访调研。文甦与
四川心怡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省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副会长刘烈雄等公司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深
入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和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听取他们对四川省侨务工作的意见建议。

文甦表示，企业转型发展要主动融入到国家和全
省重大发展战略。今年，四川省重点推进县域经济和
文化旅游发展工作，省内文化产业已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希望企业能把握形势，抢抓机遇，把文化产业做
大做强，四川省委统战部、省侨办和省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和服务好侨资企业在川发展。

（据中国侨网）

图为徐绍川与侨商进行交流。 林 浩摄
上图：2009年，李新铸 （前排左一） 和时任南非国家警察总监 （前排左二） 和中国驻南非警

务联络官 （前排右） 在一次安全论坛现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