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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重要海外商帮， 闽籍海外华商在全球取得辉煌发展成就的

同时， 积极投身国内经济建设。 本文在介绍闽籍海外华商基本

情况的基础上， 系统归纳了他们在国内发展的驱动因素、 发展

特点和遇到的挑战等。 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 （１） 闽籍华商国

内发展的驱动性因素为 “爱国爱乡的情结” “国内向好的发展环

境” “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机遇” 和 “闽籍华侨华人社团

的推动”； （２） 闽籍海外华商国内发展的特征包括 “阶段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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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明显” “多元化特征明显” “企业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相得益

彰” 等； （３） 闽籍海外华商未来国内发展的挑战主要在于， 新

生代闽籍海外华商的家乡情怀有所减弱， 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

在国内发展的理念和方式， 我国目前采取了大力推广海外华文

教育、 组织开展多种活动和培训等措施， 且效果良好。

关键词：

闽籍海外华商 　 驱动因素 　 发展特点

一　引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海外华商在全球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根据第二届中国

侨务论坛公布的研究成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 全球华侨人数约为 ５０００ 万， 而

广大华商通过世代积累和勤劳工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达到 ３ ９ 万亿美

元①， 成为全球经济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华商在世界经济中取得荣耀

和成就的同时， 积极投身国内经济建设，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他们在国内投资的企业数量占我国外资企业的 ７０％ 以上， 他们投资的

资金数量占我国引进外资的 ６０％ 以上②，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吸引了 ３０００ 余名经济界人士

参与， 规模为历届之最， 共签约合作项目 ２４１ 个， 总投资额 １３２３ 亿元③， 充分

彰显了全球各地华商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投资的满腔热情。 长期以

来， 他们积极投身中国发展， 尤其是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建设， 缩小地区差异、

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例， 包括香港世茂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内的诸多闽籍海外华商， 积极参与西部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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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带去了资金、 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如今已经成为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力量之一。

从华侨华人的祖籍看， 广东籍占 ５４％ ， 福建籍占 ２５％ ， 海南籍占 ６％ ，

其他省、 市、 自治区籍共占 １５％ （其中以台湾、 广西、 山东、 新疆、 云南为

主）。 在东南亚， 粤籍、 闽籍和其他省市籍之比为 ５ ∶ ３ ∶ ２； 而在亚洲以外， 粤

籍占绝大多数。 若以方言划分， 使用闽南 （泉州）、 广府 （广州）、 潮州、 客

家四种方言的人， 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 ８０％ 左右。① 福建拥有海外华侨华人

１５１２ 万人， 分布在世界 １７６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东南亚地区占 ７８％ ， 有 １２００

万； 海外闽籍社团 １９００ 多个， 分布在 ４７ 个国家和地区， 影响力越来越大， 成

为国际舞台上一股重要的力量。 经过长期艰苦创业， 许多闽籍华侨华人不仅融

入当地社会， 更成为居住国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和知名企业家、 社会活动家。

他们职业分布广泛。 以从事商业贸易、 餐饮服务、 制造等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

行业为主的华商， 约占海外华商总数的 １９％ 。 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务、 ＩＴ 支

持、 法律服务等的六七千名华人中， 闽籍华人约占 ４％ 。② 在英国， 福建籍华

人至少有 １０ 万人， 是仅次于香港籍、 广东籍的最大华人群体。

与其他海外华商一样， 众多闽籍华商也把回国发展作为重要战略， 闽籍海

外华商和国内闽商一起，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锤炼， 再次以惊人的成长速

度、 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 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商帮之一。 仅以投资

福建为例， 据统计， 海外闽籍乡亲在闽兴办的侨资企业已近 ３ 万家， 侨资已是

福建引进外资的主体， 侨资企业已经成为福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改

革开放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 福建实际利用外资 （按验资口径） ８５７ ５３ 亿美元， 其

中侨资占 ７６ ２１％ 。③ 以在英国发展的闽籍海外华商为例， 他们奋斗了数十载

后， 开始把目光投向市场更为广大的国内。 英国福建华商总会会长、 英国福建

同乡会首席副会长李光喜表示， 在英国的闽商有不少人都成了 “海鸥”， ２ ／ ３

的人在中英两地奔波， 两边都有生意， 还有 １ ／ ３ 的人干脆卖掉了在英国的生

意， 一心回国发展。 而每三年一届的世界闽商大会每次都会吸引大批闽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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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回国参加， 并达成大量合作项目， 仅 ２０１０ 年第三届闽商大会就现场签约

５１ 个项目， 投资总额近 １４０ 亿元。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全面实现 “中国梦” 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目标， 海外华商在未

来融入国内建设的理念与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 为了更好促进闽籍海外华商在

国内的未来发展， 我们需要对以闽籍华商为代表的海外华商在国内的发展展开

深入研究， 即闽籍海外华商的整体状况如何？ 他们前期在国内投资的动因是什

么？ 他们前期在国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们在国内未来的发展面临哪些

机遇和挑战？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分析， 对于全面掌握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

的发展状况， 对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促进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进一步发展， 无疑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闽籍海外华商的基本情况

闽籍华商， 无疑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社会群体。 早期， 他们

是构建我国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坚力量， 近代闽籍华商转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 涌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知名闽籍海外华商， 他们大力支持国内的民主革

命。 今天的闽籍华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并积极投身国内建

设， 并有越来越多的闽籍海外新华商走向世界各地， 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早在宋元时期， 闽籍海外华商就与阿拉伯商人一起， 编织起了以亚洲海域

为中心的洲际贸易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 将中国的产品送往世界各地。 明清

时代， 闽籍华商以漳州月港为枢纽， 联结 “大帆船贸易”， 与欧洲各东印度公

司共同营造全球化的贸易格局， 郑氏海商集团建立起纵横东亚、 东南亚的海上

商业王国。 到民国与抗战时期， 闽籍海外华商更是弘扬中华精神， 深明民族大

义， 倾家捐钱捐款。

从 １９ 世纪末至今， 闽籍华商几乎遍及全球， 这 １００ 多年间， 闽籍华商走

向世界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闽籍华商的资本也逐渐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

移， 出现了众多知名闽籍海外华商， 他们在所在国政治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比较突出的代表除了被誉为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的陈嘉庚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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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锡矿大王” 胡国廉， “木材大王” 李清泉、 “糖业大王” 黄仲涵、 “砂捞

越王” 黄庆昌、 “万金油大王” 和 “报业巨子” 胡文虎、 “汽车大王” 谢建

隆、 “地皮大王” 黄廷芳、 “橡胶与黄梨大王” 李光前、 “食用油大王” 和

“纸业大王” 黄奕聪、 集 “面粉大王” “丁香大王” 和 “金融大王” 于一身的

林绍良、 集 “银行大王” “烟草大王” “啤酒大王” 和 “航空大王” 于一身的

陈永栽、 云顶集团的林梧桐等。

今天， 海外闽籍华商的影响力引人瞩目， 他们秉承闽商前辈勤奋踏实的

优良传统， 历经艰辛， 涉足多元化的产业， 最终在海内外开辟出各自的一方

天地， 尤其在东南亚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亚洲

周刊》 “国际华商 ５００ 强” 统计， 仅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菲

律宾等东南亚四国， 闽籍华商大企业就有 ８５ 家， 其中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华商前 １０ 名中， 有 ６ 家都是闽籍华商。 ２０１２ 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商富豪人数中闽籍华商占绝对优势， 新加坡前 １０ 名富

豪中的 ８ 位、 马来西亚前 ９ 名富豪中的 ６ 位、 印度尼西亚前 ７ 名富豪中的 ６

位都是闽籍华商， 著名闽籍海外华商施至成则连续 ６ 年蝉联菲律宾首富， 而

“糖王” 郭鹤年多年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首富。①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也证

实，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闽籍华商资产存量已超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 成为国际商

界的一支劲旅。 另据 《２０１３ 闽商百强榜 （全球榜）》② 的数据， 百强闽商在

２０１３ 年的累计财富值高达 １６２８０ ６６ 亿元人民币， 较 ２０１２ 年榜单增长了约

２８２６ ７３ 亿， 人均财富值高达 １６２ ８１ 亿元人民币， 当代著名闽籍海外华商如

表 １ 所示。

在闽籍海外华商中， 海外新华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也同样引人瞩目。 改革

开放后， 许多福建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创业。 据估算，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 闽籍的新移民人数接近 ３００ 万人， 约占我国新移民数量的 １ ／ ４。

而且， 这些新移民具有 “扎堆” 的特点， 例如， 明溪县有 １０ 万人集中到欧洲

的匈牙利和捷克， 长乐人大多到纽约发展， 而日本则是大多数福清人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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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当代著名闽籍海外华商

姓名
２０１２ 年财富值

（亿元人民币）
出生

年份
籍贯 企业 所在地 行业

郭鹤年 ７９０ ２ １９２３ 福建福州
郭氏兄弟集团、嘉

里集团
马来西亚

酒店、房地产、饮
料、粮油

黄志祥 （ 黄

志达）家族
５９０ ０ １９５２ 福建莆田

香港信和集团、新

加坡远东机构
新加坡 房地产

施至成家族 ５１７ １ １９２５ 福建晋江 ＳＭ 企业集团 菲律宾 零售、投资

黄奕聪 ５１５ ５ １９２３ 福建泉州 金光集团 印度尼西亚

纸浆造纸、金融、
农 业 及 食 品 加

工、房地产

黄惠忠 ４１７ ５ １９４０ 福建晋江
印度尼西亚针记香

烟集团
印度尼西亚 金融、房地产

黄惠祥 ４０４ ８ １９４１ 福建晋江
印度尼西亚针记香

烟集团
印度尼西亚 金融、房地产

李深静 ３３５ ３ １９６９ 福建永春 ＩＯＩ 集团 马来西亚 油棕种植

郭令灿 ２７３ １ １９４１ 福建厦门 国浩集团 马来西亚 金融

黄祖耀 ２４５ ８ １９２９ 福建金门 新加坡大华银行 新加坡 金融

林逢生 ２４１ ７ １９４９ 福建福清 三林集团 印度尼西亚 多元化经营

郭孔丰 ２３２ ２ １９５０ 福建福州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

团
新加坡

粮 油、 化 工、 能

源、房地产

陈永栽 ２２５ ７ １９３４ 福建晋江 陈永栽财团 菲律宾
房地产、航空、银
行、烟草、酒

吴奕辉 ２０９ ９ １９２６ 福建晋江 ＪＧ 控股公司 菲律宾
石化、食品、房地

产、航空、电信

吴笙福 ２００ ４ １９６０ 福建晋江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

团
印度尼西亚

粮 油、 化 工、 能

源、房地产

陈江和 １８７ ６ １９４９ 福建莆田 金鹰国际集团 新加坡
油气、能源开发、
农产品加工

郭令明家族 １６０ ８ １９４２ 福建同安 丰隆集团 新加坡 金融、房地产

吴聪满 １３９ ４ １９５２ 福建晋江 美佳世界集团 菲律宾 食品、酒、房地产

林荣福 １１４ ３ １９５４ 福建莆田
丰 益 控 股、 ＦＪ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Ｂｒｅｗｅｒｋｚ

新加坡 食用油炼油

郑少坚家族 １１１ ８ １９３３ 福建永春 首都银行集团 菲律宾 金融

庄启程 ９９ ６ １９４０ 福建晋江 香港维德集团 香港 房地产、贸易

陈明金 ９７ ４ １９６２ 福建晋江 金龙集团 澳门 综合

李成伟 ９０ ４ １９３０ 福建南安 新加坡华侨银行 新加坡 金融

１９１



华侨华人蓝皮书

续表

姓名
２０１２ 年财富值

（亿元人民币）
出生

年份
籍贯 企业 所在地 行业

陈觉中家族 ８８ ２ １９５３ 福建晋江 快乐蜂集团 菲律宾 餐饮连锁

林德祥 ８４ ０ １９４１ 福建莆田 佳通集团 印度尼西亚 橡胶

张晓卿 ８０ ７ １９３５ 福建闽清 常青集团 马来西亚
林 业、 矿 业、 金

融、投资

杨致远 ７６ ０ １９６８ 福建福州 雅虎网络 美国 互联网

施恭旗 ４５ ２ １９４８ 福建晋江 上好佳 菲律宾 食品

李文正 ４２ ３ １９２９ 福建莆田 力宝集团 印度尼西亚 金融、房地产

黄敏利 ３６ ９ １９６４ 福建南安 敏华控股 香港 家居

杨世杭 ２９ ２ １９５５ 福建泉州 培新控股 香港 投资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３ 闽商百强榜 （全球榜） 》 。

这些闽籍新移民在海外拼搏，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形成了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新

闽籍华商群体。 例如， 福建石狮灵秀籍华侨蔡国伟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服装贸易

生意仅十余年， 但事业发展迅猛， 在华商界颇具影响力， ２００７ 年被推选为当

地华商总会首任会长。

三　闽籍海外华商国内发展的驱动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闽籍海外华商回国内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 《英国侨报》 报道， 近几年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海外华人

回流的现象， 一些海外华人虽已经成为当地公民， 但他们有了一定积蓄后， 更

愿意回国投资发展。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早期一心出国打拼到现在更愿意

回国发展呢？ 我们研究后发现， 闽籍华商的 “爱国爱乡” 情结、 国内向好的

发展环境、 国内经济发展给他们提供的良好机遇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的推动是

促成 “回流潮” 的四大主因。

（一）爱国爱乡情怀是促进闽籍海外华商回国发展的思想根基

“爱国爱乡、 海纳百川、 乐善好施、 敢拼会赢” 是福建省原省委书记孙春

兰同志在报告中概括的 “福建精神”， 指出了闽籍华商的共同特征， 体现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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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爱国情怀。 闽籍海外华商无论

身在何处， 总是梦萦家园、 心系祖国， 对故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对祖国和家

乡的发展有极强烈的责任感。 “春燕啄泥为家乡”， 浓浓的爱国爱乡情怀是促

进广大海外闽籍华商回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著名闽籍海外华商

陈金烈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虽然生活时代不

同， 但作为中华儿女， 发自内心的爱国爱乡之情是没有差异的， 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愿望， 那就是期盼祖国强大、 人民幸福、 社会进步。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

中华儿女， 我们要大力弘扬并秉承嘉庚先生的伟大精神， 以实际行动报效祖

国……”

早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新中国成立之时， 百废待兴。 凝聚在闽籍海外华商心头

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除了投资办厂发展经济， 福建华侨还回乡大

力兴学、 办医院， 支持教育、 医疗等公益事业发展。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福建省人

民政府接受印度尼西亚华侨第一届回国观光团中的闽籍华侨代表郭瑞人、 林珠

光等人的倡议， 筹建福建华侨投资公司， 引导华侨、 侨眷和港澳同胞投资本省

地方工业和其他生产建设事业。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福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 据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的资料， 自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成立到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的 １０ 年间， 闽籍海外华商踊跃回国， 投资户数达到 １ １ 万多户， 投资总额

增加 １８ 倍， １９６２ 年华侨投资金额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福建工业金额

的 ３ 倍。①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广大闽籍海外华商的爱

国爱乡情结又一次激发了他们回国内发展的热情， 他们在不同场合谈及为什么

回国发展时， “爱国爱乡” 几乎都是他们共同的原因。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马来西亚

颜和颜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颜清文先生在宁德招商节上表示： “我的祖籍在宁

德古田， 这是我第三次到宁德， 宁德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 此次刚刚参加了首

届世界闽商大会， 又赶回家乡参加宁德招商节， 我的感触是乡情浓， 商机更

浓！ 这次我准备把好的项目带回到马来西亚进行推介， 为家乡的建设尽一份

力……” 新加坡漳州总会会长林进荣谈起当时恳亲大会和闽商大会的盛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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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爱国爱乡拳拳之忱》 ， ｈｔｔｐ： ／ ／ ｒｏｌｌ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１０６２２ ／ ｎ３１１２７５２３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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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中也流露出赤诚的爱乡情怀。 他积极筹划成立 “漳州探亲团”， 希望能带

动更多的新加坡华侨到家乡来看看。 他说， “爱乡情怀是与生俱来的， 我几乎

每年都会回东山看看……” 当时回乡参加同乡恳亲大会和闽商大会的南美洲

闽南同乡联谊会会长刘振魁非常兴奋， 他说： “投资兴业首选家乡， 现在同乡

会中已经有部分人想在国内投资， 我首先都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乡来， 听到

他们夸漳州的环境好， 我也感到很自豪。 如果要在国内投资， 一定会在漳州，

因为我也是漳州人， 不管走多远， ‘根’ 总牵系着自己的心……”

在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 益海嘉里副董事长穆彦魁指出， 与其他外资

企业相比， 侨资企业投资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海外华侨骨子里有真正的爱国情

怀， 如益海嘉里投资中国粮油领域， 除看好中国粮油市场的发展前景外， 还因为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中国一些农业大省希望引进国外技术， 为农民增

收。 穆彦魁说： “农业加工不是高利润行业， 投资大、 技术含量高、 回报率低、

回报期长， 国外四大粮商都没有在中国进行投资， 我们之所以做， 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爱国心。” 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中国总商会会长舒心表示： “回到

祖籍国投资， 对华商来说在情感上与外资是不一样的。 华人华侨就像嫁出去的女

儿， 中国是她的娘家。 娘家有困难时她不会嫌弃， 会尽可能帮助。 改革开放之

初， 许多其他外资企业到国内投资还不放心， 但海外华侨华人则非常愿意帮助

祖国进行经济建设， 有发自内心帮娘家快速发展的特殊情感……”

（二）国内向好的发展环境为闽籍海外华商投资提供了基本保证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 由于种种原因， 海外华商与中国大陆的直接经贸关

系基本中断。 １９７８ 年以后， 党中央作出了重要决策， 制定并实施了主要针对

海外华商的经济开放政策， 决定利用海外华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

代化目标， １９８０ 年设立四个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也是吸引广大海外华商前来

投资。①

１９９２ 年以来， 我国历任领导人都致力于改善海外华商在国内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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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国土： 《东亚华商网络的发展趋势———以海外华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为例》 ， 《当代亚太》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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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 “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

献。”①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邓小平接见 ２００ 多位从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巴西、

联邦德国、 瑞士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回国的著名华商领袖荣毅仁的亲属， 通

过这次团圆， 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 江泽民

每次出访时， 总要安排时间会见当地的华商领袖、 华人华侨代表等。 他曾先后

会见了美中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谷敏及主要成员、 葡萄牙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周

洪泽为及主要成员、 意大利华商总会会长留志然及商会主要成员等。 胡锦涛曾

经指出， 要最大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团结起来，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 汇聚起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强

大合力。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祝贺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的致信中指出，

我们国家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完善政策、 强化服务， 依法保护华商在国内投资

兴业的权益， 坚决鼓励和支持广大海外华商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③

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 近年来，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推进外国企业在

中国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 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建设公开透明的法律

政策环境、 高效便利的行政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广大华侨华人的引资引智工作， 不断完善投资的软

硬环境， 从体制和制度上维护海外华商在国内的发展利益， 并根据新形势和华

侨华人的新情况、 新特点， 制定一系列体现 “优先、 优惠、 优待” 的政策和

措施， 吸引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创业， 合作双赢， 实现更好、 更快的发展。 如

２００４ 年第一届世界闽商大会后， 福建制定了 《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

平的若干意见》， 极大调动了广大闽籍海外华商回乡投资的积极性。 他们纷纷

选择回乡创业。

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以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步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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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 《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讲话》 ，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胡锦涛： 《聚侨心集侨智发侨力维侨益》，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０８ － ０３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７４４６９９ ｈｔｍ。
《第十二届华商大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俞正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２５ ／ ｃ＿ １１７５０６４３４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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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和挑战。 以欧洲华商为例， 金融危机重创了欧洲经济， 也给中餐业、 贸易批

发、 零售业、 服装加工等华商经营的传统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近

年来欧洲各国频现大规模、 高强度的检查， 这对本来就 “惨淡经营” 的华

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① 为了进一步帮助侨资企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带来

的各种困难， 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持侨资企业平稳发展。 以福建为

例， 各级政府尤其是侨务部门积极行动， 开展 “帮助侨资企业渡难关、 求发

展” 的系列走访活动， 通过召开座谈会、 实地考察、 个别交流等形式， 了解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业、 房地产、 ＩＴ、 电力、 燃气、 水生产和供应业、 批发

零售业、 纺织、 机械等不同行业华商企业的影响， 征求侨资企业的意见和建

议。

一直以来， 海外华商对国内市场高度关注， 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后， 中国市场正以更具活力和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广大华商， 再次让广大海外

华商信心倍增。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表示： “这次改革是一个非常好的

机遇， 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华商都希望为中国发展出点力。”② 亚洲金融集团

主席陈有庆也表示： “我非常看好中国大陆的新政策， 国家新一轮的改革新政

策涵盖多方面的内容， 而且内地的经营环境将会比以前更安全、 更透明、 更有

吸引力。”

（三）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机遇是闽籍海外华商回国投资的

根本动力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海外华商在国内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商机。

著名闽籍华商陈永栽说，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经

济， 其以惊人速度增长的内需， 正在不断提升区域间的投资活跃度以及强化金

融市场的紧密联系。 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潜力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最大亮点。

尤其是 ２００１ 年以来， 我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４ ３ 万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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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海外华商生存状况调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２８ ／ ｃ＿ １２７１０２０１ ｈｔｍ。
《海外华商拥抱 “中国机遇” 来华兴业之路趋平坦》，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ｒ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２６ ／ ５６６８４４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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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７ 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４ ９％ ， １０ 年增长了 ２ ７ 倍，

２０１３ 年更是达到 ２３４３８０ 亿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１３ １％ ，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１１ ５％ 。① 从超过 １０％ 的年经济成长率来看， 中国市场对包括闽籍海外华商

在内的海外华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因此， 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强烈吸引了闽籍海外华商， 他们与国内经

济发展的互补性也促使他们回国寻找发展机会。 闽籍海外华商多从事商业贸

易、 餐饮服务、 制造等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行业， 以东南亚为例， 华人经营着

新加坡食品行业中的 ８５％ ， 印度尼西亚的闽籍华商在种植、 金融、 进出口贸

易等领域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商业网络， 文莱的闽籍华商在商业及种养殖业中举

足轻重，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缅甸的闽籍华商多数从事商业经营。 在菲律

宾， 华资银行资本总额约占菲全部银行资本的 ３０％ ， 其中， 陈永栽的菲律宾

银行在全国有 ２７０ 多家分支机构， 经营资产达 １３５０ 亿菲律宾比索。② 这些产业

在国内无疑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 国内市场对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巨大需

求使许多闽籍海外华商把相关产业引入国内。

另外， 在国外， 作为 “外来者” 的华人经济难免还要遭受比各国本土经

济更多的困扰。 闽籍海外华商的经济和生活同样未能幸免。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

来， 从事传统行业的闽籍海外华商艰难支撑。 金融危机使中国商品批发生意受

到了严重影响， 服装生意冷冷清清， 门可罗雀， 导致产品严重滞销和积压， 造

成企业利润锐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政府积极刺激内需， 内地民众

的消费力也很强， 拓展国内市场已经成为支持广大闽籍华商的 “活水”， 于是

他们纷纷转向国内拓展市场。 例如， 祖籍福建莆田的新加坡金鹰国际集团主席

陈江和对于中国市场有独到的看法。 陈江和说： “我们对在中国的投资前景充

满信心， 我们能在中国做很多事情。” 这个总资产超过 ６０ 亿美元的国际集团

愈来愈看重中国市场， 在纸浆、 造纸、 粘胶纤维和能源行业投资巨大， 其中在

广东江门造纸厂投资达 ２０ 亿美元， 是广东省第二大外资项目。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在第十届华商大会举行期间， 广大华商纷纷表示， 如何在

７９１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布的数据。
陈彤： 《闽籍华商以及福建 － 东盟的农业经贸交流》 ， 《亚太经济》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王昭： 《海外 “闽商” 在大陆悄然布局》 ，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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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 找准 “华商角色”， 他们正往中国找答案， 以成为中国和

所在国经济发展的脊梁。

（四）商会及华侨华人社团是闽籍海外华商回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海外社团是华侨华人联络乡情和互助发展的平台， 目前全球华侨华人社团

已经有 ２０ 多万个。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当地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社团功能也

逐渐发生变化， 正在由团结互助、 传承中华文化向为当地主流社会提供服务方

面倾斜。 另外， 社团的国际化联系也正逐步加强， 举办的会议和活动也逐渐增

多， 特别是新侨社团活动引人注目。 例如，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以杰出华商为

主体的全球性华商组织， 其举办的 “世界杰出华商大会” “全球华商 ５００ 强颁

奖大会” 和 “全球华人企业 ５００ 强排行榜” 等， 受到全球华商和社会各界的

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

海内外闽籍华商向来重视商会及华侨华人社团的建设。 以国内为例， 在福

建省委统战部的指导下， 福建省工商联制定出台了 《关于加强异地福建商会

工作的若干意见》， 引导闽籍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推动在外闽商做大做

强、 实现自身科学发展， 并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底， 已在 ３１ 个

省、 市、 自治区成立了 ４６０ 个异地商会；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 福建全省共有异

地商会 ６３６ 家，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４５％ ， 达到 ９２１ 家。 遍布全国的闽籍异地商会网

络基本形成。①

在海外， １０００ 多万闽籍乡亲旅居世界各地， 闽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可

追溯至上百年前。 多年来， 秉承祖籍地的文化传统， 这些海外乡亲成立了相当

数量的社团和群体， 世界性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 迄今为止， 分布在全

球 １７６ 个国家和地区的闽籍华侨华人社团数以千计， 仅与福建省侨办有联系的

社团即达 ４００ 多个， 其中世界性闽籍华侨华人社团有 １２ 个， 包括世界南安同

乡联谊会、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等。

海外闽籍社团在维护侨益、 拓展乡谊、 融入住在国社会、 积极推动住在

８９１

① 《福建省工商联鼓励闽商做大做强异地商会达 ９２１ 个》， ｈｔｔｐ： ／ ／ ｂｉｇ５ ｃｅ ｃｎ ／ ｇａｔｅ ／ ｂｉｇ５ ／ ｂｉｚ ｃｅ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０３ ／ ２８ ／ ｔ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１５０５９０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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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家乡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支持祖国和平统

一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 产生了巨大影响。 福建省侨办提供的一份报告表

明， 近年， 这些海外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在开展传统会务的同时， 更加重视各

种大范围的活动， 在推动闽籍海外华商回国内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 闽籍社团组织海外乡亲参加福建的经贸活动尤为频繁， 富有成效。

“９·８” 洽谈会、 海交会、 鞋博会、 海博会、 花博会等， 海外闽籍社团都积

极组团参加。 每三年一届的世界闽商大会迄今已举办了四届。 在全球各闽商

社团和商会的推动下， 来自全世界五大洲 ５０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的各地闽商积极参会， 其中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举办的第一届大会就有

１１００ 多名海外代表参加，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举办的第四届大会则有 １８００ 多名海内

外代表参会。

２００２ 年以来， 福建与香港分别举办 “福建节” “香港周” 活动， 均得到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的大力支持， 取得圆满成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由印度尼西亚政

府举办 “福建之夜” 大型经贸活动， 得到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和闽籍社团的

大力支持， 梅加瓦蒂总统亲自出席了开幕式。 近年来， 和福建省结成友好城市

的外国城市明显增加， 闽籍社团和乡亲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美国佳美

集团董事长李华任主席的美国福建公所先后在美国组织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１００ 周年、 庆祝第七届传统元宵节庆等活动， 并积极组团回国参加闽商大会、

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会等重大经贸投洽会。

在具体项目方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由林树哲先生担任主席的香港福建社团

联会代表团组织宁德籍海外闽商 ６０ 多人赴宁德市考察投资。 在福清， 世界福

清同乡联谊会两度在福清市举行活动， 不仅引进了投资项目， 还为家乡的闽江

引水工程捐资 ２ 亿多元人民币。 ２００２ 年世界兴安同乡恳亲大会在莆田举行， 也

为莆田引进了 ４５ 个项目， 总投资达 １ ９８ 亿美元。 早在 ２００３ 年， 福建省仅通过

这些活动， 就引进侨资项目 ２０３ 个， 投资总额达 １８ ７５ 亿美元。

在发展传统社团的基础上， 近年来闽籍专业社团逐步兴起， 如美国福建总

商会、 美中经贸科技促进会、 澳大利亚文化科技促进会等。 这些专业社团多以

闽籍新华侨为主， 在与中国开展多学科、 多领域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中， 已开

始发挥积极作用，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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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闽籍海外华商国内发展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 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稳步发展， 在发展阶段、 发展模式和

发展理念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特点。 以福建省为例， 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

在闽华商投资企业呈现出投资领域多元化、 投资来源多元化、 留学人员投资效

益明显和新华侨华人投资迅速增加等新特点。

（一）先入为主，阶段性特征明显

改革开放初期， 在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投资环境也并不理想的

情况下， 广大闽籍海外华商率先参与国内建设， 在国内的发展中占了先机。 郭

鹤年、 郭芳枫、 林梧桐等诸多著名闽籍海外华商率先进入国内发展， 郭鹤年率

先于 １９８４ 年与中国经贸部洽谈， 通过旗下的香港嘉里集团同中国有关机构合

作， 先后在杭州投资兴建杭州饭店， 在北京营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和北京香格

里拉酒店。

几乎在同一时期， 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的郭芳枫的丰隆集团也在国内

投资， 将核心制造业的海外投资重点放在厦门和常熟等地， 主要投资电缆和电

器制造等项目。 林梧桐的云顶集团已经与北京机场合作， 在全国各地设立传呼

业务站， 而且还在山东东营勘探油田， 在汕头兴建棕油提炼厂。 在这一阶段，

“侨缘” 对闽籍海外华商的国内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深刻的变化， 外资优惠政策取消，

劳动力与环境治理等经营成本提高。 许多闽籍华商由制造业转向包括服务业在

内的产业化运作。 在服务产业化运作领域， 与一般外商相比， 海外华商比较了

解国际服务业的经营管理和理念， 更熟悉或更容易把握中国服务业的实际状

况， 尤其是与文化相关的服务产业运营。 因此， 在经历了国内的制造业投资浪

潮后， 海外华商逐渐向物流、 房地产、 商业、 研发、 医疗、 教育及文化等领域

转移。 另外， 随着国家刺激内需政策的生效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闽籍海外华

商在基础设施、 资源利用和环保等高科技产业都加快了投资的步伐， 投资领域

已经涵盖了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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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 近些年海外华商逐步从中、 小型

投资项目向大集团投资项目发展。 例如， 福建石狮灵秀籍华侨蔡国伟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 在海外取得一定成就后， 陆续在国内相继建起了上海中伦物资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天球 （福建） 鞋服有限公司、 天球 （中国） 有限公司， 并建立

天球纺织服装研发贸易物流中心， 并由这些企业组成天球集团。 如今， 天球集

团已经成为一家以进出口贸易为龙头， 集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工艺品和木

材销售等领域于一体的多元化大型跨国集团。

（二）多元化特征明显，经营业务转型升级趋势明显

１ 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早期发展多元化特征明显

在海外华商成长过程中， 早期由于起点低， 华商主要以短期盈利为主要目

的， 所以经营领域涉及餐饮、 贸易等多个领域， 多元化特征较为明显。 华商企

业规模逐步扩大后， 仍然延续着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与其他海外华商类似， 自

从到国内发展以来， 大多数闽籍华商在国内的投资大多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如著名闽籍华商郭鹤年所属的嘉里集团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典型案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郭氏兄弟集团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在不动产、 酒店

开发、 粮油业等行业投资， 项目遍布北京、 广东、 上海、 浙江等 ３０ 多个省市，

主要投资方向与集团主营业务发展基本一致。 嘉里粮油的掌门人郭孔丞为郭鹤

年之子， 他有效整合了嘉里粮油和益海集团两个集团的资源， 益海嘉里成为以

物流船代、 油脂化工、 粮油加工、 内外贸易以及种业研发为主的多元化企业。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益海嘉里在中国的集团网络逐渐覆盖到中西部地区， 先后在

武汉、 西安等主要中西部城市投资设立了 １００ 多家工厂、 贸易公司， 并成功地

塑造出 “金龙鱼” “胡姬花” 等国内著名粮油品牌， 其中 “金龙鱼” 已经连

续多年成为中国食用油第一品牌， 并在 ２００７ 年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①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嘉里集团在国内设立的一级实体企业共有 １０４ 家， 在

国内的一级实体企业向下投资的子公司共有 ６１ 家。 一级实体企业中， 租赁和

１０２

① 黄兴华：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变化发展分析》 ，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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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业 ６ 家，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１ 家， 制造业 １８ 家，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控制 ２ 家，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１ 家， 批发和零售业 ９ 家， 农林牧渔业

１ 家，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务 ３ 家， 建筑业 １ 家， 房地产业 ４２ 家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嘉里集团一级企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 国家工商总局。

在区域分布方面， 它的投资区域也从最初接近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的珠三

角、 长三角等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自从 １９８５ 年在国内注册开始， 嘉

里集团分阶段在国内各区域进行广泛投资， 其一级实体广泛分布于国内各地区，

其中环渤海 ３７ 家、 长三角 ３２ 家、 中西部 １７ 家、 珠三角 １９ 家 （如图 ２ 所示）。

２ 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未来的转型升级趋势明显

随着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转型

升级如今成为海外华商关注的焦点。 与其他海外华商一样， 闽籍海外华商正在逐

渐提升自己产品的科技含量。 例如， 非洲华商在当地从事的行业已由早期的餐饮

业逐渐扩大到工程承包、 投资生产、 贸易、 通信、 房地产、 旅游等领域， 意大利

华人整体经济开始显现多元化发展的雏形， 华人经济的范围已不局限于传统行

业， 涉足金融、 保险、 房地产、 医药、 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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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嘉里集团国内一级企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 国家工商总局。

近年来， 曾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 广

大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联动， 敏锐觉察到了中国大发展的时代脉搏， 在中国经

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取得了较好佳绩， 经营范围发展到地产、 通信、 金融、 科

技等各个领域， 开始了自己的 “转型” 和 “转移”。 龙登高指出， 近 １２ 年来，

海外华商的投资领域已经从最初的 “三来一补” 逐渐向服务行业和科技领域

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华商把目光转向了国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且已经开始

利用中国活跃的资本市场， 走上资本化运作的新途径。

（三）企业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相得益彰

自古闽商多尚善。 在自身和企业发展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是闽籍海外

华商在国内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他们具有 “义” 与 “利” 兼顾的闽商集体意识，

他们在低调、 务实和不张扬中实践着人生价值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闽商之所以

热衷慈善， 是因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 他们创业成功后回馈桑梓不仅是提升海外

商帮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也成了他们实现对人生价值自我肯定的主要方式。

回望历史， 海内外闽籍华商素有乐善好施的慈善心， １９ 世纪的闽籍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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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当地兴办学校和医院入手惠及其他族人和整个社会。 ２０ 世纪以后， 闽籍

华侨开了在家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先河， 以陈嘉庚、 胡文虎等为代表的近现

代著名闽籍侨领， 以及后来的安溪籍印度尼西亚著名侨领李尚大和李陆大兄

弟、 南安籍印度尼西亚爱国侨胞黄仲咸等众多闽籍海外华商， 他们深深诠释着

闽籍海外华商的仁爱精神与儒者风范。 同时， 他们给整个中国慈善事业赋予了

新的含义， 不断引领着中国慈善事业的新模式与新风向。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外闽商仍然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 延续了慈善为怀

的闽商传统。 以北京福建总商会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仅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年

底， 总商会已引导会员在四川汶川、 青海玉树、 西南干旱区、 闽西北等灾区，

通过各级红十字会、 基金会等慈善机构捐资捐物 ２０ 多亿元。①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在厦门大学发布的 《２００８ 胡润慈善榜》 系列——— “闽商慈善家” 子榜

表明， 上榜的 １５ 位闽商平均捐赠 １ １ 亿元人民币， 使闽商成为当时中国平均

捐赠额最高的商帮。 ２０１２ 年在 １０００ 人的富翁榜单中， 闽籍华商占 ６％ ， 但在

慈善榜中的比例达到近 ２０％ 。 ２０１３ 年胡润慈善榜上的 １００ 位慈善家中， 闽籍

华商人数排名全国第二， 前 １０ 名中有 ３ 位来自福建， 人数排名第一， 闽商成

为全国商帮中最为慷慨的群体。

福建作为祖籍地， 闽籍海外华商更是在家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据统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累计捐赠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闽籍海外华商共 ４３

人②， 包括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 马来西亚凯业集团董事长李深

静、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福清公会理事会会长郑年锦、 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名誉理

事长黄呈辉、 美国福建猴屿华侨联谊会主席唐荣团等。 他们在第四届世界闽商

大会上荣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的 “海外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无偿捐赠福建公益事业超 １０００ 万

元的闽籍海外华商达到 ７２ 位。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闽籍海外华商许健康、 陈泽峰等

在福州捐资 １ ６ 亿多元人民币， 建立福建侨心公益基金， 支持福建经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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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汇聚闽商正能量” 慈善颁奖晚会在京举行》 ， ｈｔｔｐ： ／ ／ ｇｏｎｇｙｉ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ｇｙｚｘ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０ ／ １４２９４７１９４ ｈｔｍｌ。
《聚焦闽商： 海 外 闽 商 回 馈 桑 梓 积 极 参 与 海 西 建 设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ｑｕｊｊ ／ ｚｓｊ ／
２００７０５ ／ １７ ／ ｔ２００７０５１７＿ １１３８６１８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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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科技、 教育、 卫生及华侨事业的发展。

闽商在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并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 造福一方父老乡亲。 为表彰这些 “恋祖爱乡、 回馈桑梓” 的闽商

们， 第二届闽商大会特别设立了闽商参与海峡西岸建设突出贡献奖和华侨捐赠

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两大奖项。

五　闽籍海外华商国内未来发展的挑战：“二代”的

　　热情与积极性有所减弱

过去 ３０ 多年， 由于恋乡爱家的情结和国内向好的发展环境与机遇等原因，

老一代闽籍海外华商率先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始终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由于年龄的

原因， 目前大多数华商企业已经或即将由 “二代” 接班。 如何促进包括闽籍

在内的 “二代” 海外华商积极参与祖国的发展建设， 是我国有关部门需要关

注的问题。

（一）对祖国感情弱化是影响“二代”华商未来在国内发展的重

大问题

“二代” 海外华商大多在国外出生、 长大， 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的还在西

方发达国家留学、 深造， 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 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外

部世界的交流、 接触更加频繁和深刻， 具有学历高、 创新精神强的特征。 他们

未来若能够延续老一代华商对祖国投资的热情与理念， 积极投身国内的发展，

必然会在国内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大多数年事已高的海外华商领袖希望第二代借力中国 “好时期”。 中国侨

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表示，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

重心仍在中国， 并希望年长的华商们与第二代商议， 如何借力现阶段 “中国

的好时期” 来共创辉煌。 老一代海外华商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在 “二代” 中的

传播。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罗国本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概念， 不可能从课本上

来， 只能从祖辈、 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抓到一些细节”。 他说， 自己已经是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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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 中国文化在自己家族里是以口耳相传。

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 由于生长环境和教育的原因， 与老华商相比， 新生

代企业家对家乡的感情有所弱化， 第二代华商对中国和中华文化越来越陌生

了， 新生代企业家和他们的上一辈对中国的感情还是有所不同的。 印度尼西亚

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张锦雄在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 “华商与中华文化论

坛” 上说， 在印度尼西亚， ４０ 岁左右的华人基本没有接受过中文教育， 青少

年对中文更加陌生， 中华文化传承困难， 部分华商的子女也仅仅知道自己的根

是中国。 ２０１２ 年， 在北京举办了 “华裔青年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 此

次研修班的学员来自 ２７ 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主要是海外知名工商社团侨领、

侨商的子弟， 中青年企业家和事业有成的新华侨华人， 年龄普遍为 ２５ ～ ４５ 岁，

参加培训班的彭燕如等 １１ 位出生在英美澳国家的学员， 自小接受的就是西方

教育， 而在场的大部分香港孩子， 几乎都到国外念中学， 直至最后完成高校学

习。

新一代海外华商很多在欧美留学， 他们对中国的亲切感、 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都不如上一代， 而且随着老一辈海外华商年龄增大，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

状况更加令人担忧， 这也直接影响了海外华商对国内发展的投入及与国内企业

家的合作。 他们对中国投资的理念和热情是否会发生变化， 会发生多大程度的

变化， 这是未来影响包括闽籍海外华商在内的海外华商在国内发展的一个重大

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为强化“二代”闽籍海外华商对祖国归属感而采取的应对

措施

“二代” 海外华商对祖国感情弱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各级侨办和相关

高校等单位的高度重视， 有关各方已经通过积极开展海外华文教育、 组织华裔

青少年回国参观学习等应对措施， 来加强 “二代” 海外华商与祖国的沟通联

系。

１ 积极推进海外华文教育

海外华文教育是各国华侨华人的 “留根工程”， 华文教育不仅仅是向华侨

及其子女传授中华文化知识， 教会他们谋生的技能， 更在于弘扬和传播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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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作为薪传民族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 华文教育长期以来一

直受到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侨办专门下发了关于

大力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和华裔青少年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在胡锦涛同志

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中国华文教育网上线以来， 得到了

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

为了增强闽籍海外 “二代” 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 福建省做了富有

成效的工作， 以东南亚国家为重点， 以拓展欧、 美、 加为目标， 不断加强与当

地华人社团组织及华文学校的密切联系。 福建以华大 （集美） 华文学院和泉

州华侨大学等为培训基地， 先后组织培训来自日本、 韩国、 加拿大、 美国、 荷

兰和东南亚国家及港澳等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 并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命名了三批 ５２ 所院校为海外华文教育基地， 覆盖小学

到大学各个教育阶段， 取得了良好效果。 例如，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的

华侨大学作为国务院侨办直属高校， 大力发展服务于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教

育。 早在 ２００５ 年， 华侨大学就在美国注册成立了华侨大学美国中文学院

（ＨＱＵＡ）， 与美国库克大学、 肯尼迪大学合作办学， 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和弘扬

中国文化。 近年来先后向菲律宾、 意大利、 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外派教师和志愿

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华侨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

同创新中心，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与凤凰卫视签署了 《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

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协议》， 共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努力， 福建省对外华文教育工作日趋完善， 海外华文教育

工作已形成基本格局。 参与华文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 并逐步从东南亚向欧

洲、 美洲延伸， 为推动 “二代” 闽籍海外华商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２ 大力开展教育培训和组织夏令营等活动

除了积极开展华文教育外， 我国还专门针对海外华裔青少年组织了丰富多

彩的教育培训和不同类型的活动。 自 １９９９ 年起， 国务院侨办就积极组织开展

“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活动。 著名闽籍海外华商陈永栽先生连续 ８ 年组织的

“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 活动， 对于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家乡的感

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４ 年创办的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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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２３ 期， 邀请了近千名优秀的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回国参

加培训。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浙江大学举办了浙商专题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 ２０１４ 年 “水

立方杯”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金水桥之恋”

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 ５ 届， 对增强海外 “二代” 华商的家乡

情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作为闽籍海外华商的祖籍地， 福建还努力吸引众多海外华裔青少年回乡寻

根，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福建海外华裔青少年夏 （冬） 令营， 已成为旅居世

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喜爱的品牌。 福建不仅以 “请进来” 的方式在海外华裔

青少年祖籍地举办夏 （冬 ） 令营， 还以 “走出去 ” 的方式到海外举办夏

（冬） 令营， 让更多华裔青少年接触了解中华文化， 进而热爱中华文化， 传承

中华文化。 ２０１０ 年， 福建共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 （冬） 令营 ５０ 个， 营员

６７４１ 人， 比上年增加 １ 倍多。 其中， 通过 “请进来” 方式办营 ４２ 个， 营员

３０４９ 人； “走出去” 方式办营 ８ 个， 营员 ３６９２ 人， 营员来自五大洲 ２３ 个国家

和地区。①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共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 （含归侨侨眷子女） 夏

（冬） 令营 ３６ 期 （其中包含港澳地区 ３ 期）， 共 ３９８６ 人次 （其中包含港澳地

区 ９９ 人次）。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由福建省侨办和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的

“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福建营暨第六届福建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联

欢节在福州举行， 来自美国、 加拿大、 南非等 １５ 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 ３００

多名青少年欢聚一堂， 共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华侨大学则将华文夏 （冬）

令营开办到海外， 先后与泰国普吉市政府、 泰国华侨语言培训中心和菲律宾华

教中心合作， 以 “寓教于乐” 的方式为东南亚华裔青少年提供学习中华语言

文化、 了解祖籍国的机会。

福建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联欢节自 ２００３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

迄今已办 ５ 届。 联欢节形式活泼、 内容丰富， 通过让海外华社或华教机构组

８０２

①

②

《海外华裔青少年 “寻根之旅” 冬令营在福建举办》，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ｗｊｙ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１８ ／ ２８５４４２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 （含归侨侨眷子女） 夏 （冬） 令营期数和人数统计》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ｊｑ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ｔｊｘｘ ／ ｎｄｘｘ ／ ２０１４０９ ／ ｔ２０１４０９１１＿ ８９６６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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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邀请世界各地闽籍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 到祖籍地寻根谒祖、 交流联

谊， 深受青少年朋友们的喜爱。 澳门福建学校校长苏薇 表示， 希望让学生们

通过学习中华文化， 探寻风土人情， 拜访血脉相连的亲人， 体验祖辈难舍的乡

情， 从而建立对祖籍地的情感纽带， 增进认同感与归属感， 把中华血脉之根留

住。

国侨办副主任任启亮指出， 无论是来华参与企业经营， 还是学习中文、 留

学、 观光， 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了解中国的途径已经很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推动， 国务院侨办还将以联谊、 合作和交流为纽带， 为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及

相关社团搭建各类服务平台。 因此， 未来我国还会为增强包括 “二代” 闽籍

华商在内的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的祖国归属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助推闽籍海

外华商在国内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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