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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新科技的脚步

近来，多场海外华侨华人投资创新创业大会在中国
举行。随着中国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新产业层出不
穷，海外侨胞从中看到机遇，将回国投资的目光渐渐从
传统行业转向新兴领域，从沿海发达城市转向西部内陆
地区，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发展。

在今年 5 月底举行的三亚华侨华人投资暨创新创
业洽谈会上，“全球医疗器械产业创新新发展论坛”、

“数字贸易战略论坛”、“人工智能论坛”等以高科技、
大数据产业为探讨主题的分论坛及新材料新能源产品
拍卖活动引人注目。多名侨领及企业界领军人物和专
家参与并发表主旨演讲。参会的海外侨胞重点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领域人才、项目进
行了对接洽谈。

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6月14日在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工商社
团、专业人士协会、侨资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华侨华人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成就，展示华侨华人创新成果。

“如今，侨胞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医疗、
能源、城镇化、体育、教育和文化等民生领域，以及以
高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点的新兴产业。”英国
中华总商会副主席郑荣昌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侨胞投
资的地区呈现出从沿海发达城市向西部内陆二三线城市
城镇转移的趋势。

“目前回国投资创业的侨胞大多拥有丰富的知识储
备。他们将在其他国家学习的高端科技和国际理念引进
中国，吸引国际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具有长远影响的

‘新型投资’。”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道。

刻着鲜活的时代烙印

海外侨胞似乎总是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发展机
遇。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介绍，
海外侨胞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建设轻工业。如今，在
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他们则瞄准高科技新兴产业。

“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始终刻着鲜活的时
代烙印。”张应龙说。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
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正在加快重塑全球经济和产业格
局。张应龙认为，海外侨胞回国投资的新变化与国际
经济与科技变革息息相关。“目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加剧了市场竞争，传统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推动侨胞转
向投资以高科技、大数据为特色的新兴产业。”张应
龙说。

“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引进外资技术的政策，为
侨胞在中国投资发展提供了优惠条件和技术支持。”张
应龙认为，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些发达城市形成了
能够承接高科技的产业基础，符合新兴产业在此生根发
展的要求。

“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需求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推动侨胞做出转变。”郑荣昌说，“‘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符合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发展要求，这是
现阶段侨胞来中国创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蔡文耀认为，中国政策和交通设施的发展也便
利了侨胞不断拓宽投资事业蓝图。“中国为大力发
展内陆地区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条例和政策，吸引了
大批人才。高铁交通的快速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
侨胞将投资目光转向较为偏远的城市和地区。”蔡
文耀说。

从“开拓者”到“共享者”

据张应龙研究，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始
于 19世纪 60年代，早期海外侨胞回中国投资多是基于
推动中国发展的美好愿望，他们积极投资国内商业贸
易、交通运输、城市公共事业和房地产业等领域。

“早期的侨胞是‘开拓者’，他们为近代中国的建设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据张应龙介绍，这批老侨帮助当时的
中国建造了许多个“第一”工程。后来，侨胞投资转向城
建、市政、百货与金融等领域，投资的重点地区是广东、福
建、上海等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引发
了侨胞来中国投资的热潮。他们带来了国内紧缺的资金
和人才，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与老侨不同，如今来华投资的侨胞是借了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东风”，完成了从“开拓者”到“共享
者”的角色转变。

“侨胞带来新资讯、新知识和新资本。”蔡文耀表
示，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关头，海外侨胞可以
与国内企业商户共享国际重要资讯和参考资料。“海外
华侨华人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作为沟通的
桥梁，他们能让外资企业深入了解广阔的中国市场。”

“海外华侨华人对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投资能够
推动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郑荣昌认为，
侨胞借助侨界智力、资金、技术等海外资源优势，深入
开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巨大国际合作市场，为
中国经济稳步前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张应龙表示，为更好地落实海外华侨华
人在中国的投资活动，有关部门还需继续努力。“中国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劳动
成果和智慧结晶。”张应龙说。

领域和方式在变，心愿和热情没变

侨胞回国投资有哪些“新”意
杨 宁 钱盈盈

侨界关注侨界关注

华人社区

近日，第五届侨商侨智聚三湘活动在
长沙启动，来自英国、德国、美国、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140余名海外博士及侨商来湘重点考
察以高科技、大数据为特色的新兴产业。

海外华侨华人回中国投资兴业的历史
源远流长。如今，中国经济进入重要转型
期，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投资领域、方
式以及地域也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聚焦
民生，拥抱新科技，新时代的海外华侨华
人紧跟潮流，秉承共谋发展的夙愿，继续
发挥着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意大利侨团为浙江灾区募捐

8 月 11 日，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意大利中国总商
会、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佛罗伦萨华侨华人商贸联谊
会、米兰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意大利威尼托华侨华人工
商联合会等数十家意大利华人社团纷纷发布倡议书，号召
广大华侨华人在祖 （籍） 国家乡遭遇自然灾害的关键时
刻，共同支持家乡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为浙江
抢险救灾贡献力量。

米兰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在倡议书中呼吁旅意华人
社会积极向家乡灾区人民伸援手、献爱心，为抗灾重建多
作贡献。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倡议书呼吁大家把对祖（籍）
国和家乡的爱凝聚为一种共同的力量，用行动、用爱心去
抚慰家乡灾区人民的创伤，尽微薄之力去帮助家乡灾区人
民重建家园，和家乡父老乡亲共同迎接新中国 70 周年华
诞到来。

据悉，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在发出倡议书后，不到5
个小时，便为灾区人民募集了善款1万多欧元。

（来源：中国侨网）

华文教育名师团在日本开讲

8 月 11 日，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全日本华侨
华人联合会、山西省海外交流协会承办的“名师巡讲”活
动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国际教育集团举行。

本次名师巡讲是继 2015年“中国文化海外行”之后在
千代田国际教育集团举行的又一次大型国际汉语教育交流
活动。本次巡讲邀请到了优秀班主任、特级教师郭佳，优
秀教育工作者、一级语文教师申虹等。各位名师为在日华
侨华人及其子弟送上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汉语课。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使在
日侨胞子弟能和国内学童们获得同样的学习汉语、感受汉
语之美的机会，各位名师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在日侨胞
子弟的汉语教育和学习助力。

中国驻挪使馆邀请华侨华人座谈

近日，中国驻挪威使馆举办旅挪华侨华人座谈会。中
国驻挪威大使易先良、使馆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15个旅挪
主要侨社的30余名侨领出席。

座谈会气氛热烈。侨领们纷纷畅所欲言，介绍了各自
侨社的发展历程，并围绕中挪关系、侨社未来建设以及使
馆侨务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易先良认真倾听了与会侨领的介绍和建言，对广大
旅挪华侨华人长期以来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积
极推动中挪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予以高度赞赏。他表
示，中国驻挪使馆作为“旅挪华侨华人之家”，将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一如既往地为广大旅挪侨胞
做好服务。

（均据中国新闻网）

座谈会现场。 （来源：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网站）

经过多年的打拼，徐长斌在南非建
成了非洲商贸城。作为约翰内斯堡市最
大的中国商城之一，非洲商贸城堪称南
非的“批发市场”。

企业高管变个体户

20 多年前，南部非洲市场机遇很
大。当时，已经是吉林省一家国企外贸
公司副总经理的徐长斌，被公派至南非
开拓市场。

但两年后，机构被撤销。“上司跟我
说得很清楚，你回来之后也没什么位
置了。1996 年我才 30 多岁，有点接受不
了。当时看到南非有一些发展机会，就
咬着牙决定自己干。”徐长斌说。于是，
他从企业高层一夜间变成了个体户。刚
下海的时候，徐长斌很不适应。

上世纪 90 年代，价格低廉的中国货
在南非非常畅销。徐长斌最开始依靠出
售轻纺品、箱包等产品，完成了身份的
转变。

建中国商城遇波折

上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有一些资金
积累并对中国产品销路非常看好的徐长
斌意识到，投资新建一家中国商品城，
前景会很不错。徐长斌想要修建一座明
亮舒适的中国商城，并希望它在 10 年乃
至20年后都不过时。

但徐长斌拿着设计图纸去银行申请
贷款时，却被泼了冷水。南非几家大银
行都觉得风险过大，因此拒绝贷款。心
灰意冷的徐长斌最后敲开了一家规模不

大的银行营业部大门。由于有家人从事
贸易，这家银行信贷部的负责人对中国
商城的项目很感兴趣，并在几周后同意
放贷。尽管贷款条件十分苛刻，但当时
已经火烧眉毛的徐长斌答应了银行的所
有条件。

工程开工后，徐长斌开始四处招
商，希望华人商户能够入驻非洲商贸
城。但当时，非洲商贸城附近已经开了
好几家中国商品城，竞争比较激烈，招
商工作并不顺利。为了吸引商户购买店
铺或入驻商城，徐长斌还帮助他们申请
银行贷款。

组建非洲商贸集团

2004 年，总面积 8000 平方米的非洲
商贸城一期正式开业，但生意十分惨
淡。他说：“那时候我都不敢见进驻商城
的商户，都是向我抱怨生意有多差、挣

不到钱的，想起来就头大。”
徐长斌一边安抚商户，一边加大广

告投放，并继续兴建二期项目。顶着压
力，非洲商贸城四期在 2007 年 11 月竣
工，总营业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米，成为
南非最大的批发兼零售的中国商品城。

商城的生意从 2009 年开始好转。店
铺全部出租，客流量平稳，每逢周末和
节假日，非洲商贸城的停车场一位难
求，徐长斌当初的投资得到了很好的回
报。之后，他又在南非建了两座中国商
城，组建了非洲商贸集团。

徐长斌说，多年经营下来，商城里
一些看着不起眼的店铺，已经走出了许
多富翁。

转型成为迫切任务

徐长斌认为，数十万华侨华人能在
南非生存壮大，源于 20 多年前南非物资
的匮乏与宽松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国人带着廉价的中国商品迅速占领了零
售市场。但时过境迁，如今的非洲商贸
城面临不小挑战。

转型成为迫切的任务。徐长斌称，
之前他们的一个商户在南非开设了生产
PVC管的塑料厂，生意非常好，“在这里
搞制造业，既培训了当地工人、增加就
业，又增加税收，很受南非政府欢迎。”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近
几年到南非的中国商务考察团逐渐增
多。徐长斌开始频繁与这些考察团接
触，并积极开展项目咨询、推介，努力
做好商务对接的“媒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南非华商徐长斌：

我在约堡建中国商城
薛宇飞 李 颖

非洲商贸城开业场景（受访者供图）

6月14日，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图为人们在博览会现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6月14日，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图为人们在博览会现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华裔青少年

在宜昌寻根
近日，2019“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湖北宜昌三峡文化营
开营。来自海外的华裔青少年参
观宜昌市博物馆新馆，观看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学
习创作书法作品，进一步增进对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增强对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

上图：小营员们在进行书法
创作。

左图：小营员们在博物馆聆
听讲解。

（宜昌侨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