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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商讯

为中欧之间搭起物流平台
贾平凡

侨商跨境产品交易交流中心成立
5 月 26 日，北京侨梦苑·侨商跨境产品交易交流中
心启动仪式在北京石景山举行。活动现场，15 家侨商
获得授牌，入驻“北京侨梦苑优选店”；5 个文创项目
获得授牌，成为首批入驻品牌文创项目。
中心由“北京侨梦苑优选店”和“北京侨梦苑文
化汇”两部分组成。中心的成立，旨在进一步服务海
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积极构筑侨商企业对外展示和
侨商跨境商品“走进来”窗口。
北京侨梦苑是国务院侨办重点打造的创新创业平
台 ， 落 户 石 景 山 近 3 年 来 ， 已 累 计 接 待 来 自 32 个 国
家、21 个省区市、500 余家机构的 10000 余人次莅临交
流，先后与 36 家专业商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吸引
100 余家侨资企业落户。

胡智轩

商界传奇
“从欧洲托运行李到中国怎样更划算？”“想在
中国网购欧洲商品如何降低邮费？”“在中欧之间做
跨境电商如何节约成本？”……想解答这些问题，
找陈华德准没错。物流、仓储和电商，在爱尔兰跨
境物流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陈华德心里有本明晰
的账。
“当初，来爱尔兰，我计划只待两三年就回
国。”2004 年，当陈华德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时，
爱尔兰本只是他人生脚本里的一个片段。但转眼
间，15 年过去了。从兼职打工到自主创业，他反
客为主，立足爱尔兰，放眼欧罗巴，打造起自己的
跨境物流王国。

图为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北京侨梦苑·侨商
跨境产品交易交流中心点亮启动球。
（资料图片）

初识门径

抓住商机

2006 年，一批在爱尔兰微软公司工作
的中国员工的行李陆续被托运回国。得知
消息后，陈华德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跨境行李托运。这
次尝试让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9 万
多欧元。
“本来只是想帮朋友解决困难，没想
过会赚钱。”陈华德介绍说，那时行李运
到国内不仅容易被卡，而且关税和托运费
用很高。很多人为此深受困扰。
为帮朋友解决问题，当时正在格里菲
斯大学读书的陈华德，开始研究跨国私人
物品托运政策。厚厚几摞政策文件曾堆满
了他的书桌，上班路上，下课途中，他脑
子里不停盘算。甚至和人闲聊，他也会问
上几句。
几经调研和比较，陈华德心里有了
谱。“那时，只有海运，没有空运。海运
虽然时间长一些，但是东西基本都可以运
回去。而且只要物品达到 5 公斤以上就可
以免税。”初识门径的他马上行动起来，
“先
和爱尔兰的集装箱公司谈妥，再和国内对
接，很快就把行李分批次托运出去了。”
“口碑传出去后，越来越多的人找我
帮 忙 。” 尝 到 甜 头 的 陈 华 德 迅 速 做 出 决
定：从格里菲斯大学退学，从兼职的物流
公司辞职，自己创业。
“这次经历不仅让我赚到钱，更让我
看到商机。”陈华德发现，“爱尔兰移民人
数很多，跨国公司占比高，人员流动性
强，市场空间很大。但跨国个人行李托运
面临单次量小和税收管控复杂等问题，当
时大的物流公司都不愿涉足私人物品托运
领域，因此市场没有被充分挖掘。”

2006 年，陈华德成立物流公司，迈出
了自主创业第一步。
“随着中爱经济互动不断密切，在基本
物流服务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全球文件
速递、代理清关、国际搬家服务、供应链管
理、全球物流配送等服务，同时为客户提供
专业的打包、仓储服务以及在线全程跟踪
与预订服务。”陈华德自豪地说，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点到点服务，让他的公司很快成
为爱尔兰备受好评的综合物流服务品牌。
找对了方向，下得了苦工，陈华德事业
初创期异常顺利。2008 年，他的公司成为中
国驻爱尔兰大使馆指定物流配送公司。

历经浮沉

练达人情

2007 年，陈华德的公司加入全球物
流网络，这是全球物流网络爱尔兰地区唯
一会员，成为连接中国-爱尔兰-欧洲国
家物流链的重要平台。
立足基础物流行业的同时，陈华德嗅
觉敏锐，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业务。
2012 年，陈华德开始涉足海外仓储业
务。
“ 当时，中国电子商务进入蓬勃发展的
爆发期。发货成本高，邮寄时间长，成为跨
境电商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海外仓
储成为陈华德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
2015 年，陈华德创办了自己的电商平
台。“很多爱尔兰当地公司找我们运货，
很多中国电商让我们采购商品。业务越来
越多，摊子越铺越大，人工已经不能满足
需求。电商平台建立后，客户可以在电商
平台上下单，我们负责操作和发货。”
由于在跨境电商领域的突出表现，
2015 年，陈华德被爱尔兰评为十大青年企
业家，并接受了爱尔兰国家电视台采访。
在外人看来，陈华德的事业风生水

商论语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我的事业，是“一只脚在世界，一只脚在中国”。我一直希望把
国际上好的产品和经验带到中国，把中国的新进步和发展讲给世
界。外商投资法给了我们一个稳定、透明、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相
信我的心愿不仅能坚持下去，还可以实现得更好。
——泰籍华商、华彬集团董事长 严 彬
“一带一路”建设让世界各国享受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红
利”。如今，中国企业无论在产品质量、数量，还是在市场占有率上
都极具竞争力。
——中国沙钢集团欧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段白治

华商谈经营之道
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大中见小，先有长期的，再有短期的。更重
要的是，要重视每个职员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讨论企业
的使命和远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新加坡 FHK 集团总裁 冯灏权
任何事情，从最初计划到最后成功，几乎都不会按照先前设计
的路线走。时间或长或短，过程曲曲折折，甚至方向都有一定变
化。不过，只要坚持做，就会实现目标。
——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 李云峰
企业家要有长远的眼光。眼下看，一个项目可能是赔钱的项
目，但从长远看，它可能是赚大钱的项目。胜败乃兵家常事，机会
与风险同在，危机中蕴含无数商机。有计划的风险并不盲目。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 陈永栽
做生意犹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否则，一停下来便可
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
——马来西亚嘉里集团董事长 郭鹤年

起，令人称羡。然而，了解他的人都知
道，那两年他过得并不容易，两次损失惨
重的投资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当时，因为对很多法律问题认识不
足，我们的货物和资金往来大都是口头协
议。”陈华德回忆，“2013 年，一个供应商
卷走了我们价值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的货
物。”紧接着，由于投资自己并不熟悉的
餐饮行业，又缺少法定协议，陈华德损失
了流动资金 250 万元人民币。
一时间，发不出员工的工资，每天都
有厂家上门催债，陈华德的公司面临着关
门的困境。
焦虑、失眠困扰着陈华德。“我不想
服输，更不想放弃。最终家人帮我解决了
资金的困难，给了我从头再来的勇气。”
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低谷后，陈华
德将“人情不能高于法律”的信条牢记于
心，这为后来公司的规范化运营打下坚实
基础。

联通中欧

放眼全球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经营企业，陈
华德倾尽全部心血。
打通欧洲和中国的市场渠道，是陈华
德一直努力的方向。2015 年 6 月，陈华德
的公司正式开通使用中国保税仓库，并因
融合物流、仓储和电商的创新运营模式，
获选当年爱尔兰十佳创新年轻企业。
目前，陈华德创办的电商平台拥有超
过 280 家入驻的欧洲品牌，超过 140 家中
国出海企业客户。
“一直以来，我们的优势在于灵活的
全程服务。”陈华德说，他的公司可以从
货物的清关、入库出货、检货、定期盘
点、到配送等方面，全程为不同企业定制

服务，“替企业打电话和客户沟通都是没
有问题的”。
虽然企业高速发展，但陈华德始终保
持高度的忧患意识。“最重要的还是建设
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他表示，“作为一
家立足海外的华人企业，我们面临着来自
欧洲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做好自身品牌推
广依然是一个难题。”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和
中欧关系不断升温，陈华德的事业发展迎
来新机遇。
“一方面海外仓储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市场前景广阔；另一方面，物联网是
未来物流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为客户量
身定制服务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陈华
德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 6 月，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仓库
要扩展 2000 到 3000 平方米，在英国和德
国的合作仓也分别要扩展 5000 至 8000 平
方米。”陈华德介绍，此前在荷兰、德国
和英国等 5 个国家的 7 座城市建立的仓储
运营点，已大大提高了货物运输效率，降
低了运输成本，“但这依然不够”。
“未来 3 到 5 年内，我希望在欧洲大陆
建立自己的智能化仓储系统，将人工运营
占比压缩到 40%左右。”陈华德期待：“等
欧洲区的业务稳定，我希望有机会探索美
洲市场，从跨国公司真正发展成为引领时
代的全球企业。”
上图：2017 年 12 月 20 日，陈华德代
表 EASY2GO 易创国际公司与爱尔兰传统
手 工 艺 作 坊 AVOCA 达 成 合 作 协 议 。
EASY2GO 成为首家与 AVOCA 合作的华
人企业。双方达成在中国发展爱尔兰本土
品牌的协议。图为陈华德 （右一） 在参观
爱尔兰传统手工艺作坊。
（照片由陈华德本人提供）

浙江侨商会促“侨智”
“侨资”联姻
近日，浙江省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2019 年年会
举行，年会以“创新发展开辟未来”为主题。
当前，浙江侨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侨
资企业数和投资额占到该省外资企业总数和外资总额
的 60%以上，成为推动该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
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表示，当前海外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约 400 万，基本涵盖所有前沿科
技领域，这是浙江科技创新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6 年 1 月，浙江省侨商会在全国侨商组织中率先
成立了科创委，旨在凝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浙江创
新创业，助力侨资企业依靠科技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该省有 360 多家科创委会员企业从房地
产、服装、制革等传统行业向信息经济、电子商务、
旅游休闲等新兴产业转型发展；有 120 多家会员企业和
侨商企业家在科技创新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果。
（来源：中国新闻网）

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与镇江签约合作
近日，由江苏省镇江市政府和加拿大江苏国际商
会共同主办的“中加 （镇江） 国际经贸交流会”在江
苏镇江举行。来自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的数十位政商
界人士与镇江市政府及企业界代表展开对接交流，寻
求合作商机，推动双边经贸合作。
交流会上，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代表团与镇江市
政府各部门签订 9 个合作项目，涉及航天航空、清洁能
源、生物制药、城市建设、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
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会长姜睿表示，相信中加两
国长期友好是主流。该商会秉持“美美与共，和而不
同”的理念，将紧抓时代机遇，推动双边经贸密切合
作，推动中加关系向好发展。
（来源：中国侨网）

菲律宾华商黄拔来

助华侨华人融入菲律宾社会
冯

已过耳顺之年的黄拔来，除了是两家企业的
掌舵者，还是菲华工商总会的理事长。现在，促
进华侨华人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团结和融合，以
及协助年轻华侨华人商业运作，成了黄拔来操心
的头等大事。

方

室拿书给他读，还亲自辅导他功课。
这段“开小灶”的经历，让黄拔来感怀至
深。后来成立公司、加入菲华工商总会的他，更
加关注教育和中菲文化交流融合。

回馈社会怀初心

2018 年 2 月 ， 黄 拔 来 任 菲 华 工 商 总 会 理 事
长，但早在这之前，他就开始了对中国和菲律宾
老板也做业务员
社会的回馈。
第四代菲律宾华裔
黄拔来认为，教育是根本，很多事情不从教
步入青年时期，还在上学的黄拔来，选择了
育入手就很难做。建厂初期，他就着手在福建南
黄拔来出生于 1952 年，祖籍福建省南安市， 半工半读，他在亲戚的纺织厂里工作，学习机械
安参与建桥修路、修建学校。随后，他又发起
是第四代菲律宾华裔。“如果往上算，我们家族
技术方面的知识，或是到市场跑业务。当时，起 “点亮未来”计划，资助菲律宾贫困学生完成学
在菲律宾扎根 100 多年了。”黄拔来说，“我父亲
早贪黑、辛勤工作的长辈让黄拔来深受感染。从
业。黄拔来表示，目前这一计划已帮助 400 多名
当时在厦门，所以我出生在中国。”
家风中学到的勤奋刻苦的品质，对黄拔来产生了
学生，其中有 300 多名已经大学毕业。此外，他
黄拔来的小学时期在中国农村度过。“那时
深远影响。
也常参与救灾、济贫等社会公益项目。
候天没亮就要起床，走路去几公里外的学校上
1983 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黄拔来开始创建自
黄拔来致力于促进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的团
学，早上出门晚上才能回来。”黄拔来回忆说，当
己的纺织厂。不过，投入全部个人积蓄后，资金
结融合，让华人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他认为，菲
时村里都是泥土路，有时赶上下雨，他也会坚持去
仍有缺口，黄拔来决定向银行融资。一开始的
华工商总会本身就是由各个行业的商业领袖与专
上学。
“老板之路”并不那么好走，由于资金限制，刚
业人士融合而来的，抱团合作才能提高效率。他一
在黄拔来少年年代，上学是很宝贵的机会。 刚建厂的黄拔来没有招聘太多员工，身为老板的
方面领导总会协助在菲华侨华人的商业运作，另
“心里还是很珍惜的。”黄拔来觉得，这是中国最
他还要身兼数职，一做就是八九年的时间。他
一方面则帮助菲律宾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传统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也确实为他不停前行提
说，做人做事，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品质，就是勤
4 月 23 日，黄拔来抵达北京参加第二届“一
供了动力。勤奋刻苦、尊重知识的观念，打小就
奋和节俭。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说，自己年轻时
印在了黄拔来心里。
黄拔来主要经营服装与内衣制造，产品包括
就曾来过北京，此番再来，对中国发展之快感到
中学时期，黄拔来在香港待了两年多，后来
各式衣服所需布料及各种松紧带，供应本地及出
十分惊讶。现在，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向往到中
辗转至菲律宾求学。“当时在菲律宾上学，学校
口市场。在他的努力经营之下，纺织厂日渐壮
国做生意。他表示，自己将带领菲华工商总会，
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黄拔来回忆说，那时学校
大，黄拔来如今也成为菲律宾两家公司的总裁， 更积极地推动华裔在菲律宾社会、菲律宾人在中
其产品更是远销欧洲。
的校长对他很好，让他每天早点去学校，到办公
国社会的团结与合作。
（来源：中新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