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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而至 谋合作共赢

“11月6日，进博会开幕第二天，展台
零售额超过10万元人民币，30多家国内经
销商或代理商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第二
次“打卡”进博会的美国寇菲护肤品公司
总裁蒋勇高兴地告诉记者。

现场销售量可观、与多家代理商签订
合作合同、品牌知名度提高——尝到首届
进博会种种“甜头”的蒋勇，有了更多底气
和魄力。“我们的展台从去年的9平方米扩
大到今年的 36 平方米，产品种类也从去年
的两种增加到今年的四大系列十余种。”

忙碌一天的蒋勇通常会将晚上的时间
也安排地满满当当。“要和白天来展台咨
询的企业代表单独谈合作细节，将合作意
向落实下来。”蒋勇说。

澳大利亚澳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
维佳的“进博会时间”同样充实紧凑。

“除积极参与场馆内的供需对接会、专题
介绍会等活动外，我们还主动组织了一系
列场馆外配套活动，如意向客户品鉴会、
招商会等，从而巩固进博会的溢出效应。”
俞维佳说，“进博会开幕第二天，我们已经
和上海、深圳的两家公司敲定合作协议，并
与11月7日、8日举行了签约仪式。”

“展区内专业观众人数明显增多，组
织管理更加有序。”澳大利亚 Clickpress
Group创始人曹佩青说，“我们今年推出的
文创产品更突出环保健康理念，满足中国
消费者对时尚和健康的双重需求，很受欢
迎，观众和采购商一波接一波地来，几乎
没有间断过。”

11月6日上午10时，位于国家会展中
心 C区的“纽食篮”展区热闹非凡。这是
一项由新西兰政府发起的新西兰美食优享
计划，集合了新西兰广受全球消费者好评
的优质食品品牌。来自山西、上海等地的
贸易代表团、企业代表团等在开馆现场签
下大单。

“进博会永不落幕，大健康事业方兴
未艾，我们将努力让更多新西兰企业参与
其中。”“纽食篮”董事王思维说。

第二届进博会参展规模更大、质量更

高，活动更丰富。企业展两次扩容仍然报名
火爆，甚至“一展难求”。肯尼亚亦善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昌洪对此深有体会。

“进博会人气太高了！”李昌洪说，
“去年我的产品在肯尼亚国家馆参展。今
年，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标准展位。为了
确保参展鲜花能以最佳的姿态迎接八方宾
客，我们合作的农场主特意拿出了新培育
的品种。进博会期间，这些鲜花分两次从
肯尼亚空运至上海。”

深耕市场 享机遇无限

“进博会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中国市
场的无限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
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
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
展。”曹佩青感慨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曹佩青称自
己“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上海”。“随着中
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个性化的健康
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时尚。乘着进博会的东
风，我们加深了对中国文创市场的认知，
产品在国内的布局也更加清晰。”

“中国市场”是受访华商们提到最多
的词。他们敏锐地捕捉到祖 （籍） 国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信号，感受到中国市
场的蓬勃与浩瀚，并积极参与其中，贡献
力量，共享红利。

“目前，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到了公司
总销售额的 1/3。”澳大利亚天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潘邦炤介绍，“参与首届进
博会后，我在中国的电商平台上开辟出新
的销售渠道，线上线下销售都开展得红红
火火。今年，我的展台面积扩大了3倍。”

2018年 11月 1日起，中国平均关税税
率从9.8%降至7.5%，对从事对华出口生意
的华商是一大利好。李昌洪对此深有感
触，“芦荟的进口关税大大降低，直接降
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了我们在肯尼
亚经营的竞争力。进博会让世界再次看到
一诺千金的中国行动、惠己达人的中国机
遇和计利天下的中国担当。”

“中国是一个有着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
场，这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忽略的。”蒋勇

说，“随着中国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
通关更快、手续更便利、政府工作人员效
率更高，中国市场的魅力越来越大。目
前，我们已经与一家天津医药集团和两家
广州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动产
品落地中国进行生产、销售。”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农场
主、马拉松参业总裁姜铭涛说，“我们进
入中国市场约 7 年。目前，我们正与国内
几家连锁药店进行分销及代理谈判。期待
与国内商家就溯源生产基地建设、产品研
发、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展开合作，也期待
中国自贸区建设给商家和消费者带来更多
福利。”

“中国敞开大门，与世界共享改革发
展红利，让海外华商有机会拥抱充满活力
的中国大市场。”俞维佳说，“逐步完善的
基础设施、健全的工业体系、优惠的外商
投资与税收政策、稳定的汇率和逐渐成熟
的金融市场、广阔的市场腹地和庞大的消
费群体——这是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信心十足 未来会更好

在本届进博会上，一位来自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观众让曹佩青有了更多的思
考。“这是一位在新疆开连锁书店的女
士，她对我们的文创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并希望通过后期合作，购买我们的产
品装饰书店环境。”曹佩青说，“从沿海到
内陆，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越来越多
的内陆城市展现出蓬勃的市场活力。如果
时机成熟，我会进一步拓展在中国内陆地
区的市场布局。”

身兼澳大利亚悉尼上海商会顾问、澳
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的曹佩青，
一直致力于通过积累多年的人脉资源，向
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宣传、推介进博会。

“进博会给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消

费者、经销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这
个平台，企业能够直接了解用户需求，并
推介自己的产品和经营理念。这正是我最
需要的。”

如曹佩青一样，“进博会时间”，许多海
外华商不仅在寻觅商机，也在布局未来。

在蒋勇看来，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多
层次特点。“我计划加大在化妆品技术研
发方面的投入，开发更多产品，兼顾中国
不同年龄、不同地域消费者的需求。”

“我正在肯尼亚申请建设一个面积约
27亩的小型出口加工区，预计2020年2月
底完成。加工区主要生产芦荟、辣木籽
等，面向中国市场销售。”李昌洪兴致勃
勃地谈起了自己的新计划，“中国不断扩
大对外开放的姿态，让我对出口加工区的
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本届进博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振奋人心，让我更看好中国市
场。”王思维赞叹说，“进博会越办越好，
中国越来越开放，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将
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已经在中
国市场深耕了近 3 年，未来将在两个方面
继续稳步前进：一是通过在中国的合资公
司，将更多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二是通过
在中国办厂做好产品深加工，进一步推动
企业落地中国。”

“我对中国市场信心十足。”俞维佳
说，“我们对中国市场的葡萄酒出口量，
从最初的十多个货柜发展到现在的 150 个
货柜，并且还在稳定增长，我们计划将更
多澳大利亚的优质产品介绍给中国消费
者。同时，我们在澳华侨华人也要更主动
推动澳中投资贸易、文化交流与民间往
来，做澳中友好的使者与桥梁，让更多人
认识开放、包容、自信的新时代中国。”

上图：11 月 6 日上午，新西兰“纽食
篮”与上海某公司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左
二为新西兰“纽食篮”董事王思维。

（照片由王思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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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闭

幕。在第二届进博会的参展商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

们是深耕国际贸易领域的海外华商。从享受规模巨大的

中国市场“红利”，到切身感受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

化，再到积极为中外经贸交流架桥铺路，无数海外华商

与中国市场共成长。

在第二届进博会闭幕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参

展华商，从他们精彩的“进博会故事”中，感受新时代

中国的开放自信与气度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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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华侨华人大湾区大会举行

11月11日至15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华侨华人粤港澳大
湾区大会在广州举办。

本届大会致力于通过主旨演讲、大会交流、政
策宣讲、精品文化展演、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积
极宣介大湾区建设，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关心支持、
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发挥他们在对外交流合作中
的纽带作用，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面向世界共同讲
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 （来源：中新网）

四川侨联赴定点扶贫县调研

近日，中国侨联副主席、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
勤带领机关部分负责人前往定点帮扶点泸州市古蔺
县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侨捐乡村旅游
项目、道路建设、周转金使用、冷水鱼专业合作社
产业发展等情况。

刘以勤表示，要把古蔺县的酒文化、红色文化
和民族文化联结在一起，为赤水河流域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活力。同时，要建
立赤水河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实现绿色、生态、经
济、科学、有序、规范开发。 （来源：中国侨网）

华侨华人公共外交论坛举行

由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
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华侨大学侨务公
共外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华侨华人与中国周
边公共外交论坛，近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机构的近百名
代表参会。

论坛期间，参会代表围绕“侨务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周边形势与中国周边外
交”“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周边华侨华人的现状
与侨情趋势”“侨务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6个议
题展开研讨。 （来源：中国侨网）

马来西亚侨领访问广西华侨学校

马来西亚青年侨领一行5人近日到广西华侨学校
参观考察，就华文教育合作等话题进行交流。

访问团团长、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永久名誉
总会长祝伟文表示，此次来访旨在深入了解广西华
侨学校在华裔高中班、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特色优
势，推动双方在短期培训、中华文化夏冬令营等项
目上开展合作，促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事业发展，
深化马中民间交流。马来西亚教育部原华文科督
学、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副主席彭德生表示，当前
马中关系日益紧密，马来西亚青少年学习中文需求
快速增加，华文教育事业发展迎来良机。

（来源：中国侨网）

新加坡华裔青少年福清寻根

由中共福清市委统战部等主办的 2019年第三期
“寻源祖地看福清”海外华裔青少年冬令营，近日在
福建福清开营。来自新加坡的 40名华裔青少年及老
师展开了为期4天的寻根之旅。

营员们前往福清华侨公园 （林绍良纪念馆）、瑞
岩山风景区、福清市龙翔国防教育基地等地参观，
了解福清历史，欣赏家乡美景。

（来源：中国侨网）

侨情乡讯

由英中商旅文化交流协会和TG演艺
公司联合监制出品的芭蕾舞专场表演

《致意经典》 日前在伦敦上演，为近 500
名华侨华人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右图：舞剧《天鹅之死》。
下图：舞剧《红色娘子军》。

田皓雪子摄
（来源：《欧洲时报》网站）

《致意经典》芭蕾舞亮相伦敦《《致意经典致意经典》》芭蕾舞亮相伦敦芭蕾舞亮相伦敦

近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四川省侨办承办的
第一期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在
四川成都开班。此次研修班吸引了来自五大洲 30个
国家的44位海外工商社团侨领、中青年企业家参加。

了解中国故事 拥抱巴蜀文化

“通过几天研修班课程的学习，我们不仅深入了
解了‘一带一路’倡议，还感受了巴蜀文化的独特
魅力。”波兰华人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周丹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知行合一”成为本期研修班的一大亮点。
“知”——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学习之旅。研修

班邀请了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教授为学员们授
课，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西部大开发等战
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中华优秀文化等主题开
展系列学术讲座和研讨活动。

“行”——这是一次拥抱巴蜀文化的体验之旅。
学员们通过体验川菜、参观“侨梦苑”等一系列活
动，深入品味“天府之国”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魅力。

立足重要节点 开拓合作渠道

“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广大华侨华人的大力
支持和积极参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
席陈放在研修班开班仪式的致辞中表示，“本期研修
班旨在为各位华侨华人朋友搭建友谊桥梁、拓展合
作渠道。”

四川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也是海
外华商长期关注的投资热土。周丹说：“在共建‘一
带一路’浪潮中，成都积极参与中外各领域交流，
波兰罗兹大学与四川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未来，成都将在中波交流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研修班期间，“四川人才政策和创业环境”讲座
等活动使学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四川的创新创业政
策。“希望广大海外华商通过研修班，加深对中华文
化的认知、对四川经济发展现状的了解。”陈放说。

周丹表示：“我们会把在研修班上学到的新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积极整合海外资源，为推动中外经
贸和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发挥桥梁作用 牵线国内海外

如何发挥华侨华人联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
这是研修班学员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祖 （籍） 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帮助，让
我们备感温暖。”马来西亚乡青总联秘书长李文健表
示，“祖 （籍） 国的繁荣强大，让海外华侨华人更有
底气。”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发挥自身影响力和
号召力，讲好中国故事、四川故事，密切与四川的
交流合作，为全球华商组织、华商企业和外资企业
来川投资牵线搭桥，助力四川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更好开展多领域合作。”这是陈放对学员们的殷
切期待。

李文健表示：“我们会把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发展
经验带回住在国，帮助住在国企业更好地发展。”

海外华商专题研修班举行

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侨力
王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