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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6 月 2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
本出席 G20大阪峰会时宣布，中国将进一
步推出若干重大举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
新局面。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
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
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致力
于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欢欣鼓舞。”面对一系列扩大开放的
切实举措，菲律宾华教中心交流部主任张
杰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心情，也道出了许
多海外侨胞的心声。

“中国扩大开放是利于全球经济发展
的积极举动，为海外华商营造了宽松的、
人性化的营商环境，极大提振了我们的信
心，对促进国际交流合作、贸易优势互补
有推动作用。”巴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董
事长方激说。

“我们的腰杆更硬了。”俄罗斯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吴昊表示，
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华商在俄
罗斯的受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两国贸易往
来更加便捷。“中国扩大开放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莫斯科机场和圣彼
得堡机场都有中文的显示牌和广播。扩大
开放带来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今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对外商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创
新。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对此深有感
触。他说：“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作为海外华商，看到中国进一
步‘把门打开’，我们非常欢迎。”

南京大学华智研究中心副主任、宁波

微总部创新基地董事长徐德清认为，外商
投资法减少负面清单，与国际更加接轨，
对华商是重大利好消息。“如果各国都能
够合法合规，遵守国际准则，必将减少摩
擦，促进贸易往来”。

中国扩大开放带给海外华侨华人的惠
利不仅在经济领域。张杰指出：“如今，海
外华文教育发展迅速。我所在的菲律宾华
校学生就从 400多人增长到 1000多人。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意识到，学习中文可以获
得更多商机。我确实感受到中国扩大开放
给我们海外华人带来的自豪感、荣誉感。”

“我们要当好向导”

今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中国的内需不断扩
大，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市场。海外华商
也切身感受到，“中国机遇”日益凸显。

徐德清在中国参与了宁波微总部创新
基地的建设，这一基地致力于促进华侨华
人到中国创新创业。“最近不但有来自海
外的华商，也有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东欧的客商到创新基地来投资，
访问人数明显增多。”

在方激看来，巴西非常需要中国的开
放市场和对外投资。“中国持续扩大开
放，大大促进了巴中多元化合作。目前巴
西有近 300 家中资企业，已经形成了中资
企业的合力，中国企业的优势产能在巴西
市场有极大需求。我在巴西耕耘32年，有
成熟的商业平台，我们优选出巴西的领军
企业作为中资企业的合作伙伴，有效促进
了中资企业在巴西的发展。”

如何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扩大开放的
举措，从而把握“中国机遇”？

德国汉堡华人华侨协会会长、德国华

商一带一路基金会主席张禹华表示，中国
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机遇，中国的
购买力也逐步辐射到五湖四海，德国企业
深刻认识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
扩大合作的巨大红利。“我们海外华人要
当好向导和带路人，发挥桥梁作用，将外
资引入中国市场”。

英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郑荣昌认为，
海外华侨华人在助推中国扩大开放方面责
任重大、义不容辞。“首先，华侨华人对中国
政策法规和法律体系较为熟悉，并且了解
居住地的文化、国情以及资本市场的运作
模式，在参与中外合作和跨国投资时，不管
是帮助中企‘走出去’，还是把外资‘引进
来’，华商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华
商积累了大量国际商贸经验，在推动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与国际法
律标准对接、人才培养体系引进等方面，可
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助推中国开放
政策进一步落地。”

“世界会对中国敞开怀抱”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受
挫的当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以开阔的胸怀拥抱世界，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的开放政策将助推
全球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也利
好全球华侨华人。

“中国和巴西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
面都有极大的差别，市场互补性非常强。
中国扩大开放以来，巴中合作不断深化，在
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电力、教育、体育
等方面的合作都上了新的台阶，对海外华
商发展非常有帮助。”方激说。

“中国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面对世
界，世界同样也会以开放的态度对中国敞
开怀抱。”吴昊说，“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在今天，‘道’就是‘一带一路’倡
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张禹华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得人心，得到了世
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和全球侨胞的普遍赞
誉，不仅为各国贸易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提供了新机遇，也让海外华侨华人有更多
渠道参与祖 （籍） 国的建设。

如受访侨胞所言，中国持续扩大开
放，受益的不只是几个国家，而是整个世
界。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得
到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积
极响应；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
参与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
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
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希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
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能够在海外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蔡文耀表示，中国不断扩
大开放，也让海外华侨华人有机会更好地
为祖 （籍） 国发展贡献力量。

海外侨胞点赞中国持续扩大开放
严 瑜 李笑然

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大阪峰
会，到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近一年来，中国向世
界持续释放扩大开放、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对此，海外
华侨华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纷纷点赞中国扩大开放的举
措，表示愿意作为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桥梁，推动
全球开放合作、共同发展。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近日BBC中文网刊登文章，介绍了五位知名的英国华
人。谁是第一位抵达英国的中国人？谁是第一位在英国作
画或著书的中国人？这些在英中交流历史上创造了众多第
一的华人，他们因何而来，又有何事迹？历史纷繁复杂，
许多故事并不为大众所知……

沈福宗：
英国国王接见的第一位旅英华人

1687 年 5 月，第一位来到英国的中国人出现了，他叫
沈福宗，南京人，中医药师，罗马天主教徒。他跟随比利
时神父菲利普·库普莱来到欧洲，后来到了英国。

他在英国引起轰动，毕竟这是第一位到访英国的中国
人。国王詹姆斯二世接见了他。沈福宗还在英国见到许多
有名望的人物，包括科学家罗伯特·胡克。胡克尝试了一次
针灸，还做了一个算盘，用于课堂授课。沈福宗遇到了牛津
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的托马斯·海德，他正为图书馆里近百
本像天书一样的中国书籍发愁，沈福宗花了几个月时间帮助
完成了中文书籍的分类整理工作。

黄亚东：
第一位留学英国的“海归”

1774年清朝乾隆年间，在英国商人约翰·布莱德比·布
莱克的帮助下，21岁的黄亚东抵达英国，来到肯特诺尔庄
园，成为一名侍从，并就读于附近的七橡树学校，他是该
校接收的最早的国际留学生。

英语技能和他的中国背景，还有布莱克爵士的人际关系，
使黄亚东成为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黄亚东去过伦敦的
皇家学会，英国著名瓷器制造商威治伍德的创始人约书亚·威
治伍德向他请教过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伦敦皇家内科医学
院院长安德烈·邓肯曾与黄亚东交流过针灸，并发表过文章。
黄亚东还为当时著名的女花卉画家玛丽·德兰妮讲解中国植
物的药用和食用方法。

黄亚东应该是中国“海归”第一人，他后来回到了中
国，继续经商，并与英国的朋友们保持信件往来。他说：

“我将永远记住英格兰朋友们对我的情谊。”

威廉·麦考：
第一位定居英国的“中国绅士”

威廉·麦考是第一位在英国定居和工作的中国人。他大
约在 1775 年来到英国，当时年约 20 岁，由苏格兰人大卫·
厄克特带到英国，成为一名侍从。他的中文姓名已经无从
考证。他后来成了厄克特汤姆斯·罗卡特的男仆，罗卡特去

世后，女主人给了麦考一些资金，并推荐了工作。
他来到爱丁堡税务署工作，协助处理会计等事务，后

来被提升为助理书记员和会计，以及初级总会计师、“养老
基金”会计师，年薪327英镑，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
他在当地很有名望，曾经担任当地基督教教会长老，参与
教会重要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并任爱丁堡收费图书馆委员
会的委员。

威廉·麦考在税务署服务了 46 年，一直工作到 73 岁。
他和英国人海伦结婚，育有3个孩子。

郭嵩焘：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两淮盐
运使，署理广东巡抚等职。1876年12月出任中国第一任驻
英公使。

抵达英国不久，郭嵩焘和夫人在驻英公使馆举行了招待
会。这是第一次由清朝官员在英国乃至欧洲举行的社交活动，
也是第一次有一位中国女士（指郭夫人）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除积极参与外交活动之外，郭嵩焘也全面考察了英国议
会、铁路、工厂、学校等机构，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并将1876年
到1879年这三年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使西臣纪》。

他刻苦学习英语，每天纪录旅英见闻。他尽可能多让
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郭嵩焘还曾安排严复、方伯谦等海
军留学生，将他们分派至英国舰队和皇家海军学院，深入
学习英国海军和军舰知识。

蒋 彝：
笔绘英伦华人第一艺术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伦敦的美国士兵抢购一本叫
《中国书法》的书，作者是蒋彝，来自江西九江。

1933年蒋彝来到英国，租住在北伦敦汉普斯特，创作
绘画和插画。抵达英国不到4年，蒋彝已经成为一名知名的
中国艺术家、画家和作家。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写关于
英国的书，这在当时很少见。他第一本书名叫 《沉默的旅
行者：中国艺术家游湖区》，融合了个人逸事、诗歌、笑
话、插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书出版之后极度畅销，
再版9次。

随后，他出版了“沉默的旅行者”系列书籍，包括牛津、伦
敦和约克夏山谷等，他称自己是以“中国的画笔、墨水、颜色，
用中国式的绘画技巧，来诠释英国的风景”。

1975年，离开中国42年的蒋彝回到了家乡，和家人团
圆。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也是“Coca Cola”（可口可乐）
的中文译者。 （来源：中国侨网）

英国历史上的五位知名华人
胥一凝 曾小威

近日，作为 2019 年
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开
幕重头戏的牛仔节游行盛
大登场。卡尔加里牛仔节
至今已有 107年历史，这
一为期 10 天的活动已成
为一年一度的城中盛事，
每年节庆期间可吸引游客
逾百万人次。

上图：参加游行的卡
尔加里华人社区舞狮队。

右图：卡尔加里华人
社团彩车在游行中。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摄

加华侨华人参加卡尔加里牛仔节

本报电（记者 孙少锋）一年
一度的“国际华商·清华论坛”7
月 9 日 —11 日 在 江 苏 昆 山 举
行。论坛吸引了350名海内外专
家、学者、优秀华商代表及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庆祝
新中国 70 年华诞暨企业发展史
研讨会”。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
心主任龙登高、加拿大纽芬兰
纪念大学讲席教授方涛等学者
分别聚焦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
等主题作主旨演讲，分享了精
彩观点。在企业发展史研讨环
节，来自五大洲的知名专家学
者、华人企业家等同堂探讨企
业发展，从长时段的维度与比
较视野深入挖掘中国企业发展
的渊源流变与历史遗产，聚焦
国企改革与侨商创新升级，总
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企业成长的
特点与经验，揭示中国道路的
历史内涵与理论启示。

大会还举办了“纵论全球
华 商 发 展 ， 智 汇 产 业 科 创 之
城”企业家高端对话。中外企
业家就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
新与产业变革、企业再造和长三角发展等话题阐述
了各自的观点。

今年的清华论坛已是第十届。出席论坛开幕式的
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对论坛给予高度评价。隋军对推
进论坛和侨联的合作发展寄予厚望：第一，期望强化智
库作用，为党和政府决策凝聚侨界智慧、提供侨界方
案，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二，期望建立交流机
制，推动专家学者、华商企业家与侨联组织形成良性互
动，畅通信息渠道，探讨合作方式，推动事业发展。第
三，期望论坛坚持高质量标准、高水平组织，打造汇聚
海内外侨智侨力、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大舞台、新
名片，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是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
中心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国际品牌活
动，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国际华商。作为学界、商界、政
界的交流平台和富有影响力的华商研究国际品牌，

“国际华商·清华论坛”旨在通过跨学科研究，整合
产、学、研等各方资源，共同探讨华商的现状和发
展，进一步推动华商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图为论坛企业家高端对话现场。 李一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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