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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楼到一个园

“5年前，俄罗斯天燃气集团、圣彼
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和圣彼得堡华人华侨
联合会共同成立了俄中商务中心。我们
成立俄中商务中心的时候，就是想给

‘一带一路’打造一个‘驿站’，让更多
的俄罗斯人了解真正的‘一带一路’。”
陈志刚的名片上，诸多头衔中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俄中商务园总裁。

5 年前，俄中商务中心只有一个中
国楼，为中俄中小企业服务。但是，很
快就不够用了。陈志刚介绍，俄中商务
园2015年成立，由俄中商务中心、俄罗
斯天然气集团共同打造，坐落于圣彼得
堡瓦西里岛，旨在为中俄两国企业寻找
有效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促进双方共
同发展，为中国机构、企业走进俄罗斯
提供支持和保障。

“目前，俄中商务园已经入驻100多
家中俄企业，每年接待来自中国的 200
多个团组。”陈志刚对近几年来中俄商贸
往来的增多有着切身体会，“刚开始时，
俄中商务园每年只能接待中国国内几十
个团组。如今，中俄商贸往来越来越
热。一方面，中俄经济本身具有很高的
互补性；另一方面，这几年俄罗斯的理
念在转变，推出了一系列对外招商引资

的政策。可以说，中俄的商贸合作越来
越成熟。”

从皮夹克到跨国集团

1993年 1月 13日，27岁的陈志抵达
俄罗斯，目的是到圣彼得堡国立农业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是北京农业
大学 （现中国农业大学） 的留校老师。

对于俄罗斯而言，那是一个物资短
缺的年代，也正是“国际倒爷”盛行的
年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还在读书的
陈志刚拿着几件皮夹克走进了“跳蚤市
场”。“‘三进三出’，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很纠结。第四次，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一
件皮夹克拿在手上，还挡住了脸。”陈志
刚笑言，“事实上，我人生中第一次做买
卖出乎意料的顺利。我记得很清楚，我
第一件皮夹克卖了 150 美元，进价只有
50美元。”

就这样，还在上学的陈志刚周末就
成了“跳蚤市场”的常客，并在短短一
年时间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20多万
美元。

4 年留学生活结束后，陈志刚选择
留在俄罗斯，也选择了弃文从商。从
此，他的俄语优势以及对当地政策民情
的了解帮助他在从商的道路上一路披荆
斩棘。

1997年，感觉到竞争压力增大以及
利润空间缩小，陈志刚毅然撤出皮货行
业，正式注册 IBT 公司，立志打造圣彼
得堡最好的中餐馆。他凭借着敏锐的商
业嗅觉，找准升值空间巨大的老楼，成
功收购多处房产，也实现了中国餐馆遍
地开花的梦想。

2000年，他开始了事业版图的新一
轮扩张。2000 年，IBT 集团律师事务部
成立；2001 年 IBT 集团贸易总公司成
立；2005 年，IBT 集团建筑投资总公司
成立，同年，并购了多家从事清关、航
空票务、建筑、建材行业的中方独资、
中俄合资公司股份，组建全新的 IBT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商人到侨领

2005 年，陈志刚不仅是一个跨国集
团的掌舵人，他还接过了一份社会责任：
当选为圣彼得堡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

“我们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应该努力做
横线联谊，沟通中俄。我们应该努力融
入当地，跻身于主流社会。这是我们的
努力方向。”陈志刚认为，“我们要进入
他们的生活中，进入他的油盐酱醋，让
他们感觉到中国资本，跟他们一起去体
验水的深和浅、凉和热。这样才能发现
更好的商机。”

陈志刚的努力得到了俄方的认可。
2013年，他受聘为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
罗斯党圣彼得堡民族政策委员会常务委
员。2017年，他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院
士头衔。

一边经商一边进行社团工作，这是
陈志刚如今的生活常态。这对于曾经在
校团委工作过的他而言，如鱼得水。

说起当年放弃回国就职的决定，陈
志刚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我其实有时还
会梦想回到讲台。所以，这些年，和中
俄高校合作了很多项目。3 年前，我成
为暨南大学的校董。”他的自豪溢于言
表，“当年选择留在俄罗斯，原因之一是
我觉得中俄两国贸易刚刚起步，将来一
定是需要人才的。如今，看着中国的快
速发展，也偶尔会遗憾当年把自己扔在
了俄罗斯。不过，幸运的是，无论是

‘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俄友好往来，现
在都是我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的优
势，运用自己对俄语俄罗斯民情以及俄
罗斯资源的了解，更大限度地对接中国
的资源，为自己也为相关企业创造更好
的机遇。”陈志刚说。

上图：今年 5 月，俄罗斯列宁格勒州
议会邀请陈志刚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发展论坛”作主旨演讲。

（图片为陈志刚本人提供）

俄罗斯华商陈志刚：

“想为‘一带一路’打造一个‘驿站’”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近，在俄罗斯举办的第二十三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第四
届俄中商务论坛与大欧亚伙伴关系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发展论坛成功举
行。从本次起，两个论坛均被纳入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平行分论坛。有
一位在俄华人尤为高兴。他正是承办
这两个会议的俄中商务中心、俄中商
务园总裁陈志刚。

从留学俄罗斯的在读博士，到
“国际倒爷”，从圣彼得堡“饭店大
亨”，到跨国集团掌舵人，弃文从商的
陈志刚百炼成钢。如今，拥有俄罗斯
联邦自然科学院院士头衔的他又把目
光转向了“一带一路”，并开始努力为
中俄企业对接出谋划策。

商 界 传 奇商 界 传 奇

“中餐厅要在德国发展好就一定要
有特色，只有特色精品中餐才有生命
力。”近日，德国文成华侨华人联谊会
会长王永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20世纪30年代，王永成的外公远赴
荷兰，随后在欧洲几个国家辗转谋生；
1980 年左右，王永成的母亲也去了欧
洲；1991年，王永成大学毕业后从中国
到德国，随后在那里“扎根”并发展起
自己的餐饮事业。

从家族餐饮业做起

浙江文成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
一，王永成就出生在那里。20世纪30年
代，王永成的外公先去荷兰谋生，随后
很多亲戚都奔赴海外，后来家族里主要
成员基本都去了欧洲。王永成则因为当
时年纪太小又不舍得中断中国文化课的
学习，所以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91年才
出国。

“上世纪 90 年代恰逢欧洲边境开
放，欧盟成员国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
动，很多在欧盟成员国做生意的华人都
借机去了德国发展，我也是在那时到的
德国。”王永成回忆说。

王永成表示，语言不通是他初到德
国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时王永成的家
人经营的餐饮生意处于起步阶段，他平
常要帮家人打理生意，拿不出专门的
时间学习德语，只能从身边的事物开
始自学。

“很庆幸当时德国有一份图文并茂
的报纸”，王永成笑着说，“那时每天看报
纸，虽然文字不太懂，但由于有配图，基
本能猜出大概意思，学习德语的信心也
大大增加了。”就这样大概半年后，王永
成就可以进行简单日常交流了。

在德语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王永
成也从家族餐饮事业的参与者，慢慢成
长为管理者。在王永成30岁的时候，除
了继续打理家族餐饮生意，他还在德国
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厅。

特色中餐做精做好

每个人做生意面临的机遇不一样，
在德国的这些年，王永成身边也有朋友
因投资不善最后血本无归，但他从1997
年开始经营自己的第一家中餐馆到现
在，生意一直比较平稳。“可能饮食是
刚需吧！”王永成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欧洲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王永成在欧
洲其它国家的很多亲戚都感慨“生意难
做”，但王永成的生意却没有受到太大
影响。“具有超前消费观念的民众在德
国占比很小，普通民众消费一般都是量
入为出。正是这种消费观念让德国在面
对金融危机时，比欧洲其它国家更有抵
抗力。”王永成说。

尽管宏观经济环境尚好，但餐饮行
业的自我变革却一直在进行。据王永成
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餐馆采用的是
传统点餐模式；到2000年左右，当地开
始逐渐兴起大型自助餐模式。“我们研
究改进了这一模式并加入了烧烤菜品，
同时餐厅规模也从原来的小型中餐馆拓
展成为可同时容纳三四百人就餐的大型
自助中餐厅，营业额亦迎来成倍增长。”

“从 2018 年开始，德国当地不再允
许大型自助餐厅聘请中国厨师，但要保
证中餐的特色，餐馆基本上都是从国内
聘请具有专业水平的厨师，所以不让聘
请中国厨师，对中餐馆的影响很大。”
王永成说。

面对现实困境，王永成想出了两个
解决办法：一是从特色中餐入手，放弃以
往薄利多销的自助餐模式，回归传统做
精、做好中餐，比如做北京烤鸭、四川特

色火锅等；二是从传统中餐行业里突围，
拓展周边行业，比如酒吧、俱乐部等。

了解规则投资兴业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到德国投资兴业的中国人不断
增加，但由于不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及
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人遭受了不必要的
损失。

对此，王永成说，任何在德国的个
人或者公司行为都必须以当地法律为依
据，所以建议在投资前一定要先咨询法
律顾问，然后再考虑是否投资。

他举例说，中国与德国在投资房地
产方面有截然不同的情况。德国虽然土
地价格低，但工程造价高，建造一栋价
值 30 万欧元的房子，可能地价只需要 3
万欧元，但造价却要 20 多万欧元。“因
此，如果中国开发商到德国开发房地
产，不能只看地价便宜，还要考虑开发
期限和工程造价。如果到了约定时间未
建造好，还可能面临土地被收回或被罚
款等问题。”

如今，王永成已经赴德经商近30年
了。据王永成介绍，在早期通讯不发
达、人员往来不频繁时，华商需要用自
己的言行让德国人以及欧洲其它地方的
人认识真实的中国。在华商们看来，他
们不仅代表个人，更是外国人认知中国
的重要渠道。

“现在获取信息方便了，网上有针对
中国的片面报道，我们会举实例来予以
反驳，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德国人了解
真实的中国，也希望中德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能够不断加强。”王永成说。

（来源：中新经纬客户端）

商 机 商 讯

百余位侨商考察哈尔滨新区

近日，“2019海内外侨商龙江行”活动在哈尔滨举行，
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位海内外侨商实地考察中国
最北的国家级新区——哈尔滨新区，共商经贸交流与合作。

哈尔滨新区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是中国唯一的
以对俄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和最北部的国家级新区，
是中国实施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举措和战略支点。
此次考察期间，海内外侨领侨商参观了哈尔滨新区规

划展览馆，全面了解哈尔滨新区“三区一极”的功能定位
和规划布局。之后，考察团又参观考察了黑龙江工业技术
研究院，从事智能电气设备制造的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

参观考察后侨领侨商们纷纷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哈尔滨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要充分发挥海内外侨领侨商优势，广泛联系海内外侨
胞，带动更多海内外侨商融入新区经济建设，为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建设做贡献。

河北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举行

近日，河北省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河北
石家庄举行。河北省侨胞代表、海外侨胞特邀代表等各界
人士500余人参加。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万立骏当天出席开幕式
并表示，当前河北正处于重要历史窗口期和战略机遇期，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筹办北京冬奥会，
这三件大事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发挥优势、展现作
为提供广阔舞台。

河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河北省侨联）主席包东
介绍，过去5年，河北省侨联服务经济发展，围绕中心大局。如
建立京津冀侨联主席联席会议制度，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形成工作协同联动；积极发挥侨商会服务会员奉献社会作
用，5年来会员企业投资新项目155个，投资额625.81亿元。

河北省侨联多措并举涵养侨务资源。在“请进来”方面，5
年来邀请 50个国家和地区 2000多人（次）来河北，开展合作
交流。在“走出去”方面，河北省侨联先后组织17个团组出访
38个国家和地区，深耕关心关注河北的“朋友圈”。

70余侨商台商走进青海觅商机

近日，青海西宁举行的 2019知名侨商台商走进青海高
峰论坛吸引 70多名侨商和台商寻觅商机，当场签约 3个项
目，共5.65亿元人民币。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会长黄志贤在论坛致辞中表示，
青海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资源富集、物华天宝，既是
生态旅游胜地，也是投资发展的宝地。他希望台商代表深
度了解青海、宣传青海，吸引和介绍更多有识之士投资建
设青海，在扩大交流合作中增进友谊、共同发展。

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指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是祖国在各个发展
时期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侨联将进一步密切与青
海的联系，加强为青海侨资企业的服务。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秘鲁万新集团董事局主席万志
新回顾其在南美的创业历史后表示，青海与秘鲁同属高原地
区，他愿意发挥在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与侨商一起，向世界
介绍推广青海，为青海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

艾肯国际行销创始人、到大陆创业26年的台商许蓓龄
认为，青海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投资前景广
阔，广大台商应借此机会紧跟潮流，投资发展优质产业。

（均据中国新闻网）

图为侨商实地考察中国最北的国家级新区。 王妮娜摄

我不是那种挣钱后走人的，我是想把团队带好，让大
家挣到更多钱，让跟我一起奋斗的兄弟姐妹都过上好日
子，被人尊敬。我希望通过我们被人尊敬，让这个行业被
尊敬。

——新加坡长城集团主席 郭观华

至于说银行家，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直的品格。银行是
一个不同一般的行业，因为一家银行 90%以上的资金都来
自客户的存款。银行的平均资本比率约为 10%。既然是处
理公众的资金，银行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诚实守信、
刚正廉洁。

——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主席 黄祖耀

契机，就是要迅速给予把握和落实。进场即使不花
钱，也能赚到经验，这个机会我不愿错过。我当然也估量
好能承受的底线，做好最坏的打算。

——和美集团主席 蔡天宝

我们在这个行业与众不同，必须要给顾客不同的感
受，而这种感受给我们自己一种鞭策和激励，每个人都可
以在这个过程中成就自己。作为一位企业的管理者，发掘
别人的能力并能协助别人在恰当的位置和时间，完善他人
的人生，实在是件快乐的事情。

——新加坡口福集团董事长 庞 琳

商 论 语 丝

德国华商王永成:

特色精品中特色精品中餐才有生命力餐才有生命力
吴起龙

5月8日，江苏淮安，2019中国淮扬菜大师邀请赛上，留学生在观看拍摄参赛作品。
赵启瑞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