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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中国出口到捷克的产品，已经由低附加值
的产品逐渐转变为一些高精尖的产品，价格很
低，性能却很好。捷克人对中国品牌的态度，
也从过去的不认可变成了接受和欢迎。现在，
捷克企业家与中国开展合作的需求非常强烈，
不少人都非常渴望能够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寻
找开拓中国市场的商机。捷克在二战前是欧洲
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今在工业基础领域仍
有着不错的研发实力和不少技术专利，但是因
为本国市场太小，企业缺乏资金，这些技术很
难转化成市场应用。而捷克缺乏的市场与资金，
正是中国所拥有的，两国合作互补空间很大。”

——捷克新丝绸之路商会会长、捷克华商
联合会荣誉会长 汪万明

经过 40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已不可同
日而语，基础设施、国民素质也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一带一
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潜力巨大，也
是华商投资的绝好机会。

——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 谢国民

华商谈经商之道：

意大利华商产业单一、行业过于集中和内
部竞争问题，正在严重制约着华人企业和华人
经济的发展。华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拓宽经营领域、实现有效转型升级、向正规化
和合法化发展将是最重要的一步。

华人社会的特殊商圈成就了华人的事业，
但这种特殊商圈也严重影响了华人的整体社会
形象。华人企业社会信誉度的提高，是华人经
济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事实证明，与著名品
牌企业合作的模式大有可为，不失为华人企业
彻底扭转社会形象的一个起点，也是华人企业
转型升级的一种新途径。

——意大利德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
锡德

首先，在与客商打交道时，不仅要言出必
行，有时还要懂得吃点“亏”。要学会用长远眼
光看待事物，而不是仅仅计较一时得失。

其次，要严把质量关，这不仅仅是为了与
以“精良”著称的“德国制造”竞争，也是为
在国际市场上给“中国制造”树立新形象。在
建立客户关系后，我们会在保持价格不变的前
提下改进产品，这点在外国商家看来十分难
得。我认为，产品的更新换代是我们应该做的
事，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客户。

——德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荣誉主席 冯
定献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要勇敢尝试并坚持。很
多行业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一些
还没有人做的行业或许蕴藏着更大的商机。同
时，也要多元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此外，
在商业上索取的同时，还要懂得回报当地社
会，这样商业发展才能长久，才会深入民心，
才能在异国他乡站住脚。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 徐伟春

“1991年，我从成都出发，前往布
里斯班留学。10 年后我第一次回国，
发现家乡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
覆’来形容。整个城市像是翻新重造
过一般，让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的强大是海外华人的骄傲，我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自
豪。不管我们生在哪里，身在何处，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背井离乡，我们都
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是龙的传
人。”澳大利亚房地产商黄勇说。

出国学商 振兴家族

黄勇从小在四川什邡的一个小镇
上跟着祖母长大。1981 年，他考上成
都科技大学 （现合并到四川大学） 攻
读化工冶金，毕业后留校担任学生辅
导员。虽然工作稳定，家庭美满，但
他却渐渐对前途感到迷茫。

听说了一些朋友出国的经历后，
他也想一试。于是，黄勇联系了澳大
利亚商学院 （当时罗兰马丁商学院在
海外招生的学校名称）。他的想法很简
单：学商科，振兴家族。他的家族曾经几
代人都在当地开锅铺，而他与自己的父
亲和儿子都是这三代人中的独子。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留学生一样，
黄勇也是借遍了家里的亲朋好友，付
完了学费和机票后，只剩下了 100 美
元。从布里斯班机场到学校，坐出租
车又花去40美元。第一次坐飞机，第

一次出国，黄勇说，告别亲人和家
乡，有一点悲伤，但更多的是兴奋。

一路闯荡 成立集团

兴奋过后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
学习之余，他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
洗碗、做清洁，什么都干。两年后，
他的体重减少了 6 公斤，但手里多了
一小笔财富，开始走上个人创业之路。

黄勇是个有心人，做任何事情之
前都周密谋划，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经过研究相关政策和法律，他发现，
澳大利亚对所有人包括新移民，都能
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而澳大利亚最
大的两个行业是房地产和旅游业。

“我个人被房地产行业吸引，这是
因为我的家族传统。祖父和外祖父以前
有很多房地产，并从事了多笔相关的生
意。同时，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生活、投
资和资产保护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特别
是在房地产方面。”黄勇说。

1995 年，黄勇成立勇集团，从房
屋销售开始，逐渐发展为集地产、移
民、留学、法律、管理、投资、开
发、旅游为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成
为昆士兰州私营企业 400 强中排名最
高的房地产公司。其中，公司自行开
发的公司总部大楼“亚太中心”已成
为布里斯班当地华人地标之一。

黄勇说，一路闯荡，完全是自己
“盲打”，磕磕绊绊，走了许多弯路，

犯了许多错误，也经历过山穷水尽的
时候，但从未想过放弃。振兴家族的
梦想支撑着我，然而现在，我希望它
成为中国留学生海外创业的里程碑。

不忘社会 以国为傲

虽然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但黄勇
从未曾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2008 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他幼时就读的什邡
永兴小学被震垮，这让他十分心痛。
他积极响应灾区的募捐活动，为学校
捐赠了 1.5 万澳元。同年，他斥资 40
万澳元建立慈善基金，资助当地妇女
癌症医院、导盲犬协会等慈善机构。
在黄勇的“亚太中心”，许多公司雇员
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从当年一无所
有、被人看不起，到现在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黄勇的心中
充满自豪。

为了记录这个过程中的风风雨
雨，黄勇花了几年时间，撰写了个人
回忆录《四川人在澳洲》，希望为后来
者提供一些参考。他把这本书的副题
定为 《澳洲梦·中国梦》。他说，即使
个别年轻人因种种原因已不认为自己
是“中国人”或“华人”，但在大多数
西方人眼里，我们都是 Chinese。所
以，一个诚信、强大、富裕、开放、
自豪和不卑不亢的大中华，是我们所
有海内外华人的福祉。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顿饭，决定奔赴南非

郑星利是福建宁德古田人。上世纪
90 年代，他的生意就已经做得有声有色
了。“我当时在老家收购香菇、木耳等产
品，卖给福州、广州、深圳等地方的合
作公司，然后销售到台湾、日本等地。
销量很不错。”郑星利笑言，“我 20 多岁
就开始做生意赚小钱了。那个时候最大
面额才 10 块，我出去跑一趟能赚到几千
块，算很好了。”

和朋友的一顿饭改变了他的人生道
路。

“我有个朋友上世纪 90年代初就到南
非发展了。有一次他回老家，我们一起吃
饭聊天，听到他在南非的发展情形，我心
动了。当时出国很热，我也觉得国外的发
展机会可能比较多。”郑星利当时已经成
家，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是，既然下定
决心，就义无反顾。“那时出国可不便
宜，办手续总共花了7万多块，包括我自
己攒的2万多和借来的5万块。”

1998年，抵达南非之后，郑星利的第
一站就是约翰内斯堡。“这里的建筑、环
境等都很不错，对于自己的决定，我还是
很满意的。”初来乍到、语言不通，郑星
利走的是一条当时很多人都选择的一条
路：替人看店、合伙开店、自己开店、生
意做大。

“我走得很顺。刚开始帮人看店，一
个月能赚到 2000 兰特，当时约合人民币
3800 元。省着点花，一个月可以存 1600
兰特。按照这个速度，我要还清借款和利
息，需要四五年。不过，帮人看店不到一

年，我就和同乡一起开店卖服装和鞋子
了。老乡和朋友很给力，我开店的本钱是
他们借给我的。那时候的机会真的很好。
开店8个月，我就还清了借款和利息。”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郑星利在南非站
稳脚跟，开始了新的征程。

了解后，选择留在南非

“按照南非的法律，在当地工作生活5
年之后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星利
对自己在南非的发展很满意，也对约堡的
生活环境很认可，“2000 年的时候，我就
已经决定留在南非。2001年，我就把家人
接过来了。”

正如他出国前的判断一样，郑星利在
南非发现了无限商机。“从做生意的角度
来讲，这里的机会多一些。而且，中国能
提供很好的支撑。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
候，经营的是服装鞋帽，当时可以从晋
江、石狮等地方进口。后来，义乌等地方
的小商品就发展起来了，我的进货渠道也
就更多了。2005年，我开始和中国国内的
厂家直接接洽，浙江、山东、河北、湖
南、广东……我都有合作的厂家。”他
说，“当然也有过困难的时候，刚开始不
了解市场，不熟悉相关法律政策，压过
货、亏过本，但是，整体而言，在 2012
年之前，服装鞋帽的生意都还是很好做
的。”之后，随着这一领域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郑星利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开
始涵盖叉车、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目
前，机械设备行业在南非还属于相对冷门
的领域，市场很不错。”一步步，郑星利
的生意做得蒸蒸日上。

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地理位置很便利。
去周边国家开车五六个小时就能到，而且
出入境非常方便。郑星利也想过利用这
里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去周边国家发展
过，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
国我都想过去开店做批发。事实上，我
曾在纳米比亚开了一年多的批发店，但
是效果不好。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太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当地的流行趋势。
选不好对路的产品，自然会压货亏本。”
他笑言，“不像南非，我已经比较了解情
况，做得熟门熟路。所以，我最终还是
决定专攻南非了。”

任会长，共筑美好家园

2015年，南非华商总会第一届会长监
理事就职典礼举行。经南非华商总会筹备
委员会一致推荐，郑星利当选首任会长。

“在南非的华侨华人很多都是办工厂做生
意的。在商会成立之前，我们也经常聚在
一起互通信息。久而久之，大家就商量着
筹办一个商会，既可以建立信息沟通与商
业合作的平台，也可以充当华侨华人与当
地社会联络的桥梁”。

商会最主要的活动是牵线搭桥。“近
年来，随着中国与南非合作日益密切，我
们商会接待的国内考察团也越来越多。”
郑星利说，“我们可以帮助国内同行了解
这边的情况，还可以帮忙联系相关政府部
门，甚至解决住宿等实际问题。前几天我
们刚刚接待了一个湖南考察团，他们打算
在南非做‘批发一条街’，我们负责提供
场地，包括仓库和店面，他们负责带湖南
的厂家过来。这样大家双赢。”

牵线搭桥之外，南非华商总会也在各
个领域积极发挥自己的能量。

今年 3 月底，南非侨胞关注已久的
“辱华案”进入庭审程序，11名南非人站
上了法院的被告台。此案源于 2017 年春
节期间，南非杜省中华公会的脸书主页上
出现了一系列种族歧视言论。经过两年多
的拖延，此案终于进入正式庭审。但是，
5天的庭审之后，只有9人认罪，另外2人
拒不认错。案件还未终结。接下来打官
司，至少需要 400 万兰特 （约合 200 万元
人民币）。于是，南非多个华人社团组织
起来，奔赴侨胞集中的各个商城募捐。郑
星利和南非华商总会的成员也在其中。

“我们看看社会力量能捐多少，不够的由
我们几个主要社团补齐。”郑星利说，“这
是为我们华侨华人自己做事，我们乐意。”

南非华商总会还会在重要时间节点组
织丰富的活动，让当地华侨华人得以共诉
乡情，共享盛宴。

2016年，成立不到一年的南非华商总
会承办了当地华人迎国庆的晚会，来自云
南的艺术团奉献了充满浓郁西南风情的文
艺演出，1500 多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我们特意邀
请了云南的艺术团前来表演。活动很成
功。”说起当时的盛况，郑星利依然充满
自豪。

正如郑星利所说：“华商总会的目标
是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多方位多领域开
展活动，不断提升在华人社会和当地大社
会的影响力。”

上图：郑星利 （左三） 与当地华人社
团负责人一起为辱华案筹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南非华商总会会长郑星利

愿为中南合作牵线搭桥
本报记者 张 红

前段时间，在南非，一桩拖延两年多
的辱华案引发当地侨胞的高度关注。为了
将维权进行到底，南非多个华人社团组织
起来，奔赴侨胞集中的各个商城募捐。这
其中，就有郑星利担任会长的南非华商总
会。上世纪90年代末就漂洋过海到南非打
拼的郑星利说，我们在这边赚了一点钱，
愿意为我们华侨华人这个大社区做一点事。

商 界 传 奇

澳大利亚房地产商黄勇

中国的强大是华人的骄傲
陶社兰

澳大利亚房地产商黄勇

中国的强大是华人的骄傲
陶社兰

商 论 语 丝

19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侨资
企业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合作签约仪式（如左
图）在京举行。缅甸亚太国际智慧产业新城是
亚太国际控股集团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参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开发与经营的
重点项目。2017 年 1 月开始投资兴建，新城位
于克伦邦湄河之畔，与泰国湄索一河之隔，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华侨企业

家佘伦凯代表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表示：“缅甸
亚太国际智慧产业新城建设不仅是对国家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与诠释，而且为
民营企业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树立标
杆与典范具有重大意义。”

侨企缅甸建智慧新城

近日，以浙江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熊建平为
团长的浙江省侨务代表团在结束对米兰的侨务访
问活动后，前往意大利第三大华人商业聚集区帕托
瓦市，走访当地侨社、华商企业，慰问当地侨胞。并
与侨团代表、侨界人士举行座谈，了解华人经济现
状，华人企业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勉励
侨胞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为促进中意友好交流与合作多做贡献。
熊建平强调，旅居意大利的浙江籍侨胞通过

数十年的努力和打拼，业已建立起厚重的华人经
济产业基础、人脉关系和业务渠道。华侨华人具有
熟悉当地法律，融通两地文化等多重优势，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中必将得到充分展现与发挥。
（据中国新闻网）

浙江省侨务代表团走访意大利侨社浙江省侨务代表团走访意大利侨社

近日，新西兰桂林总商会在新西兰奥克兰正
式揭牌成立。现场用快闪《我和我的祖国》，记录了
身在海外的桂林人，用自己的方式祝福祖（籍）国
70华诞，献上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无限的热爱。

首届新西兰桂林总商会谢维新会长表示，新
西兰桂林总商会将本着互惠互利、平台互通、资
源共享的原则，让生活在新西兰的桂林企业家以

及所有在职从业者们通过商会这个平台得到更好
的发展。

当天，新西兰桂林总商会助学基金会成立。
据了解，当天已募集到第一笔助学基金 3300 多纽
币。这些资金以及未来陆续募集的更多资金，都
将用于对桂林贫困地区大学生的资助。

（以上据中国侨网）

新西兰桂林总商会成立新西兰桂林总商会成立

商 机 商 讯

华商故事华商故事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