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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非洲市场的大门
尹晴日的微信朋友圈封面是一张摄于

2008年8月的合影。照片中，他正向卢旺
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展示一款黑色手机，
几名非洲朋友围在他们身边，脸上写满好
奇。那是全球第一款卢旺达语手机，由尹
晴日的公司设计生产。

“当时年轻啊，一冲动就来了。”尹晴
日说，若用一个词形容他在卢旺达的事业
起步，“无知无畏”是最恰当的。

移居卢旺达之前，祖籍黑龙江的尹晴
日在深圳从事了近 10 年手机生意。2006
年9月，他跟随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到埃及、肯尼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进行
商业考察。出于本能的职业习惯，他注意
到一个细节，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卢
旺达，手机普及率很低。

能不能推出一款卢旺达语手机？尹晴
日从中看到了商机，随即迅速付诸行动。
他联系上卢旺达的信息产业部、移动运营
商及部分手机经销商，进行了前期市场调
研。3个月之后，他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
市投资开设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家手
机组装厂。

2007 年，尹晴日联合一家深圳企业，
研发出全球第一款卢旺达语手机，在卢旺
达组装成机，对外销售，目标消费者是当
地不会英语和法语的低收入民众。因为针
对市场空白进行精准定位，这款经济实用
的手机一上市就受到热捧。在一年之后的
卢旺达基加利国际博览会上，总统亲自来
到尹晴日公司的展台，对这款充满中国创

新元素的手机给予赞赏。
回头看，那短短一两年间发生的一切

完全超出了尹晴日原本的计划。“初来乍
到，举目无亲，文化差异巨大，我只会英
语，对于卢旺达的劳动力结构也了解不
多，而且当地华侨华人仅有五六百人。”
这些其实都是不小的挑战。然而当年，凭
着一股无知无畏的闯劲，他勇敢地走进卢
旺达，不仅用自己研发的手机成功敲开当
地市场的大门，还在这里留下了越来越深
的事业足迹。

和这片土地“混熟”
“这些年，我一直在‘补课’，在加深

对卢旺达的了解。”尹晴日说。最初，做
出到卢旺达发展的决定，他只用了十几天
时间，而真正要在这里扎下根，则需要花
费更久。

2009年9月，尹晴日在基加利市的中
心位置开了一家中餐馆。在他眼中，这家
中餐馆如同一个窗口。从这里，他看到更
多卢旺达人的日常生活，也让他们对中国
有了更生动的认知。

“相比之前管理工厂，开中餐馆是一
种更接地气的融入方式。”尹晴日说。由
于餐厅招收的员工都会英语，这便让尹晴
日有了更多和他们交流的机会。“这些员
工都是卢旺达的普通民众，不少来自首都
以外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的‘北漂’。聊
得多了，他们会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

络绎不绝的食客则让尹晴日有机会结
识这个国家的另一个群体。“在当地，来
吃中餐的都是日子不错的人家。一来二
去，我交了不少朋友。”

那时，生活在卢旺达的华侨华人还不
是很多，中餐厅更是屈指可数。“我开的
是第三家。”尹晴日说，他在中餐厅听故
事、交朋友，也借美味的中餐传播中国饮
食文化。

为了还原最正宗的中国味道，尹晴日
不仅专门从深圳请来厨师，保留地道口
味，还从中国运来餐桌、餐具、家具等物
品，让这间能够容纳约 300人的餐厅从内
而外都充满“中国范儿”。

“我希望每个来过的客人，都能对中餐
留下深刻印象，对我们这个80%的材料都从
中国运来的餐厅留下深刻印象。”为此，尹晴
日将中餐厅起名为“中国印象餐厅”。

这些年，当地华侨华人的数量明显增
多，中餐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但尹晴日
的中餐厅始终颇受欢迎。“当地的客人占
了 1/3，还有不少学生会在我们这儿举办
毕业典礼。”

餐厅开张的第二年，尹晴日一家都搬
到卢旺达安家。如今，守着这间满是故乡
气息的中餐厅，又能常和卢旺达的友人们
聊天“唠嗑”，尹晴日觉得自己和这片土
地终于“混熟了”。

让合作“热浪”更澎湃
近两年，尹晴日往来中卢之间的频率

提高不少。“以往，每年回国 4 次，现在
可不止。去年，我去了中国八九个省份，
今年肯定会更多。”

尹晴日正在忙着张罗第二届东非中国
经贸论坛，以此促进中国和卢旺达及更多
东非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去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卢旺达进

行国事访问，中卢两国签署了共建‘一带
一路’谅解备忘录。此后，卢旺达掀起了
对华合作的‘热浪’。”尹晴日想做的，便是
趁势而为，推动这阵热浪更加澎湃。

其实，在此之前，尹晴日已做过探
索。2015年，他在卢旺达牵头筹办了首届
东非中国经贸论坛。来自中国农业、矿
业、贸易等各个行业的 20 多位企业家以
及东非的约 30 家中国企业的代表，与非
洲东部总商会以及肯尼亚、布隆迪、纳米
比亚、卢旺达等国的私营企业代表共聚一
堂。那次论坛直接促成卢旺达一家咖啡企
业与中国苏州一家食品公司建立合作。

去年，尹晴日担任会长的卢旺达华人
华侨协会还和卢旺达恒华职业技术学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卢旺达职业教育发
展，并为中资企业培养本地化人才。

如今，中非合作的时机更加成熟，需
求更加迫切，尹晴日也有更多想法。“这
些年，我逐渐发现，中非之间的合作空间
太大了。而在这其中，华侨华人可以发挥
很好的桥梁作用。”为此，尹晴日打算在
第二届论坛中增加几个分论坛，一方面为
中非企业牵线搭桥，另一方面也把东非国
家的侨团联系起来，整合资源。

“现在看来，我的下半生都会和卢旺
达、和非洲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会
越来越紧密。”说起今后的规划，尹晴日
笃定地说，“卢旺达其实是一个清静、治
安好、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人民非
常朴实的国家。我希望通过努力，能让中
卢两国民众多走动，多交往，彼此有更多
了解。”

未来，尹晴日和卢旺达 13 年前的那
次美丽邂逅，还将延续更多动人故事。

尹晴日：

我和卢旺达的美丽邂逅
本报记者 严 瑜

图为2018年，尹晴日 （前排左） 参加卢旺达华人华侨协会与卢旺达恒华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图为2018年，尹晴日 （前排左） 参加卢旺达华人华侨协会与卢旺达恒华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在这里生活、工作这么长时间，完全在
我的计划之外。”2006年，第一次踏上非洲大
陆时，未及不惑的尹晴日根本没想过，这片陌
生的土地将成为他此后人生的主场。然而，缘
分就是这么奇妙。因为13年前的一次短暂商业
考察，尹晴日和非洲大陆中东部的“千丘之国”
卢旺达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他在那里立业、安
家，“过上了一种跟原来不一样的人生”。

商 界 传 奇

商 机 商 讯

商 论 语 丝700 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
首次将精彩的东方世界介绍给了欧洲人，记录了东西
方贸易文化的繁盛交流。

700多年后，在意大利打拼 30多年的华侨周中星，
致力于成为中意两国沟通交流的“桥梁”，并当选为意大
利里米尼省外籍常务议员，其事迹被当地写入教科书，
被意大利官方和华侨华人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

他一头齐肩卷发、长胡须，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艺术气质。日前，作为意大利—中国贸易发展促进会
执行主席的周中星，带着30多名意大利侨商访丝路寻
商机，并向笔者谈及他的梦想。

入乡随俗
周中星 1965 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东渡镇底处

村。1986年，21岁的周中星带着妻子前往意大利“尝
鲜”餐饮业，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历经数次失败。意
大利海滨城市里米尼终成为周中星的福地，餐厅生意
火爆。

20 世纪 90 年代，周中星开始涉足商场、店面装
修、农业等，这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厚的资产，也让聪
明踏实的他在华侨华人圈中“小有名气”。

“入乡随俗”是周中星成功的“秘诀”。一路打
拼，他从未抱怨创业的艰难。他说，“语言不通，就学
语言；不懂当地市场和政策，就多和意大利人交朋
友，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当地。”

声名鹊起
2000年，周中星联合当地侨胞成立意大利亚得里

亚华商会。这成为在海外打拼侨商温暖的家，更成为
中意两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期间，他还在意大利
创办了里米尼中文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学生，不少已
成为意大利政府部门的翻译；他创办华人法律咨询服
务部，为华侨华人解决困难；经他牵线搭桥，里米尼
和中国扬州结为友好城市……

更让周中星“声名鹊起”的是，2000年，他参加
了意大利有史以来首次为移民进行的省议员选举，成
为唯一一名当选里米尼省外籍常务议员的亚洲代表，
他的事迹被写进了意大利高中教科书。

牵线搭桥
“至此，好像就更有了一种使命感，要为中意交流与

合作搭桥梁。”周中星说，他在扬州成立国际贸易公司，
将意大利的食品、生活用品等引入中国，并带着意大利
商人来中国考察。同时，推介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欧洲
市场，鼓励中国商人主动“走出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升温，2018年，周中
星推动组建“一带一路”中意经济文化合作中心。
2019年，在北京筹备“中意科创园”项目又成为他的
重要任务。

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则是周中星最不能忘却的情
感，也是他对 3 个孩子最基本的要求。只要回国考
察，周中星总会轮流带着孩子一起走访。此次丝路
行，22岁的儿子周鑫每天以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在中国
西部的所思所想。

“促进两地间的交流，这件事让我觉得越做越有成
就感。”周中星说，希望在海外学习生活的“侨二代”
们能成为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中国合作交流
的“桥梁”。 （来源：中新网）

周中星:

愿做中意交流的“桥梁”
丁 思 高 莹

近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向外探索，但在
大力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
关注如何把海外的高新技术“引进来”。希望
未来能与更多中国企业和商 （协） 会加强联
系，共同助力中国文化、中国品牌走向海外。

——美国国际产业投资总商会会长 姜柳均

中国的发展壮大，让海外华侨华人有更
多机会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来，分享中国
发展红利，比如说“一带一路”建设就促进
很多华商转型，为他们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席 杨腾波

人心是最难能可贵的。无论海外华商还
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应该秉持友好交往
原则，热心公益事业，努力回馈当地社会。

——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 姚 宾

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
少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的勤奋工作。要
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两年的工作一年
完成。

——嘉里集团董事长 郭鹤年

图为周中星在“一带一路”中意经济文化合作中
心签约。 陈 瑜摄

第二届世界赣商大会举行

第二届世界赣商大会近日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赣商赣才齐聚一堂，共
叙老乡情谊。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在致
辞时称，新时代的江西发展机遇更多，发展空间更
大，发展前景更好。同时，这也为广大赣商赣才创新
创业、回家乡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希望广大
赣商赣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新时代不断演绎新的
商业奇迹、谱写新的时代佳话。

江西省省长易炼红说，江西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加
速期、战略机遇的叠加期、产业升级的转型期、生态
红利的释放期。希望广大赣商朋友能够搭乘家乡发展
的“快车”，与家乡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侨商共话“一带一路”建设

日前，以“雄才大略·商聚浦江”为主题的第二届
上海华商论坛举行，海内外华商企业家等聚焦如何通
过“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合作。

据介绍，第二届上海华商论坛旨在引导广大华商
投身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国家和地方重大战
略，同时为海内外华商提供与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
与人文交流的平台。

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市政
府侨办主任王珏表示，侨商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重大使命中发挥自身作用，是上海市侨
联、上海华商会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
王珏指出，在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蕴藏的
巨大能量聚集起来、发挥出来的过程中，侨联组织要
为华侨企业家搭建好沟通合作的桥梁，畅通渠道，寻
找共赢契机。

图为论坛圆桌会议环节。 王 尧摄

山西办侨胞经贸文化推介活动

近日，第四届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经贸文化旅游招
商系列活动在山西晋城举办。活动期间，共有30个项
目成功签约，总投资 123.39 亿元，涉及新能源、新材
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现
代服务、现代农业、煤层气等产业。

此外，“海外侨胞经贸文化合作推介座谈会”也在
晋城举行。此次座谈会与“新时代海外侨胞、台湾同
胞山西 （晋城） 经贸交流恳谈会”，一起作为海峡两岸
神农炎帝经贸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活动，吸
引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侨领侨商及台商、经
贸界人士等600余人共商经贸合作。

山西历来非常重视吸引侨资和外资，出台了一系
列鼓励外资落地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晋城，近
年来通过打造“问祖炎帝，寻根高平”海峡两岸神农炎帝
品牌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侨胞助力晋城发展。

（以上据中新网）

图为山西经贸交流恳谈会现场。 （资料图片）图为山西经贸交流恳谈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