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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以欧洲华商和美洲华商的财富分布为主要研究对象， 综

合采用文献查阅、 数据统计、 案例等方法， 分析两地华商的地

区分布、 行业分布及财富分布， 统计华商在世界各大财富榜的

上榜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对华商在当地及祖国经济发展、 社会

安定中所作贡献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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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海外华人资本在美国、 加拿大及众多欧洲国家有相当的发

展， 对住在国的经济增长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英国的

《经济学人》 杂志和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就给出一个统计数据，

称当时海外华人的境外资产总额大约在 １ ５ 万亿美元； 到了 ２０００ 年， 据媒体

报道， 这个数字迅速上升到 ２ ５ 万亿美元； ７ 年之后， 据 《二〇〇七年世界华

商发展报告》 推算， 全球华商的总资产数额再迈上一个大台阶， 达到约 ３ ７

万亿美元。 其中， 欧洲、 美洲华商是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至少有 １５０ 万华侨华人， 美洲至少有 ５００ 万华侨华人， 他们以从事传

统的餐饮、 贸易为主， 并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逐步布局于酒店、 旅游、 金融及

高科技行业， 以勤劳和智慧赢得住在国的尊重。 欧美华商虽然在数量、 经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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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资产及政治影响力方面不及东南亚及港澳台华商， 但他们积极回馈住在国

及祖国， 传承中华文化， 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祖国与其住在国的贸易、 外交关

系， 在经济、 政治、 外交、 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海外华商中不容忽

视的力量。

一　欧洲华商财富分布

（一）欧洲华商经济发展历程

在欧洲华商经济的发展历程中， 罗马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其源头，

也是欧洲华商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因此， 不妨从罗马贸易市场的发展历程一

窥欧洲华商经济发展全貌。 罗马贸易市场形成于 １９９６ 年， 大约历经了三个阶

段①。

１ 新兴市场的搏杀阶段

这一阶段用了七年时间：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 当时的市场是初建的新兴市场，

呈现厚利多销的特点， 是罗马贸易原始资本积累最快速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

创造了许多市场神话， 凡是开店经营的都不愁销路， 没有不挣钱的， 华商们积

累了大量原始资本。 从服装贸易的两个简单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市场发展的速

度： 销量最高的一家贸易商一年销售了 ４５０ 个货柜的服装， 一天平均可销售

１０ 个货柜的服装。

２ 成熟市场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也用了七年时间：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 年， 市场特点是薄利多销。 ２００３

年是华商规模发展最快的一年， 当时一大批大赦后有了居留权的华人马上加入

贸易市场， 导致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市场内在规律要求华商内部进行一定的调

整与平衡， 加上当时意大利海关针对突然增加的华人货柜进行集中打击， 在客

观上也加大了罗马贸易调整的力度。 在这一阶段， 市场竞争较上一阶段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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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展较好的一大批华商贸易企业， 考虑到市场经营环境的恶化和资金的安

全， 纷纷加入回国创业的大军里。 这批资金的退出虽然大大延缓了罗马贸易市

场健康发展的速度， 延误了罗马贸易市场转型与升级的最佳时机， 但却加快创

造了西班牙华商贸易市场与法国华商贸易市场， 为欧洲华商市场的普及化、 纵

深化与网络化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阶段开始， 欧洲华商经济真正实现从点到线

（渠道）， 再到面 （网络） 的市场布局。

３ 规范市场的转型阶段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罗马贸易市场进入了转型阶段， 其特点是薄利不多销，

市场进入有史以来最大的调整阶段。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的欧债危机呈常态化与

长期化的状况下， 法制成本与社会成本剧增， 欧洲华商的市场分歧越来越

大， 大致分流至三个方向： （１） 回国发展。 这部分华商一部分参与温州的

“高利贷” ， 成为 “高利贷” 市场的第一出资人， 损失很大； 还有一部分华

商利用自己在经营过程中与当地企业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 回国与当地企

业捆绑发展， 如宁波北仑的葡萄酒市场就有大批华商的身影。 （２ ） 转向欧

洲当地本土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 如 ＷＯＫ、 酒吧等。 （３ ） 坚守原有市场，

等待新的时机到来。 在全球市场走势十分不确定的大背景下， 我们无法对

这种市场分歧做出优劣的预判， 但欧洲华商经济的确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拐

点。

纵观罗马贸易市场的发展历程， 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在这一轮世界性经

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 以一般商品贸易为主体的欧洲华商经济的黄金发展时

期基本上已告结束， 但技术贸易、 服务产业等新型的华商经济在徐徐崛起， 新

的业态正在逐步拉开序幕。

（二）欧洲华商财富布局

１ 欧洲华商地区分布

不夸张地说， 几乎在欧洲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华商的身影， 正所谓

“有海水处即有华人” 。 由于华商在欧洲的分布较为零散， 而欧洲本身又是

由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 因此很难统计欧洲华商地区分布的具体情况。

考虑到欧洲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故此处权且以欧洲华侨华人的地

１３１



华侨华人蓝皮书

区分布来不太确切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地指代欧洲华商的地区分布。

欧洲华侨华人的分布特点大致可概括为 “大分散、 小集中” ， 其中 “小集

中” 又以西欧为甚。 法国 《欧洲时报》 曾报道，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欧洲的华侨

华人总数大约为 １５０ 万人； 到 ２０００ 年， 这一数字达到 ２１５ 万左右。 这 ２００

多万华侨华人大多分布在西欧的法国 （ ４０ 多万 ） 、 英国 （ ４０ 万左右 ） 、 意

大利 （ ２０ 万左右 ） 、 荷兰 （ 略少于 ２０ 万 ） 、 德国 （ １５ 万左右 ） 、 西班牙

（１２ 万左右） 、 奥地利 （３ 万多） 、 葡萄牙 （２ 万左右） 。 此外， 在比利时和

瑞士等国也有一些华侨华人。 在东欧， 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３０ 万

左右） 和匈牙利 （２ 万 ～ ３ 万） ， 罗马尼亚的华侨华人也有近万人， 其他东

欧国家也零散存在数量不一的华侨华人。 就城市的分布来看， 大中城市是

欧洲华侨华人的主要集中地， 比如法国的巴黎、 英国的伦敦和曼彻斯特、

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等。 最后要补充说明

的是， 这些华侨华人并非全部来自我国大陆地区， 其中有四成左右是从东

南亚再移民到欧洲的， 在其余来自我国大陆地区的六成华侨华人中， 一半

来自浙江特别是青田、 温州等地， 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

而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相对较少。

２ 欧洲华商行业分布

实际上， 相较于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和美国的华商， 欧洲华商的发展历史尚

短， 向欧洲大批移民的浪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虽然起步较晚， 但

欧洲华商的发展速度惊人， 同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前， 他们主要集中在餐饮和皮革业， 但 ９０ 年代以后， 华商的活动领域日益多

元化， 除传统的餐饮和皮革业以外， 还包括服装加工、 食品工业、 批发货行、

超级市场、 进出口贸易和农场等。

（１） 餐饮业。

在欧洲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行业中， 餐饮业是最主要的支柱性产业， 也是他

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中国侨网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发布的消息称， 英国有中餐馆

约 ９０００ 家； 法国有中餐馆约 ８０００ 家， 其中仅巴黎地区就有 ６０００ 家左右； 德

国的中餐馆数目为 ７０００ 多家； 西班牙为 ３０００ 家左右； 荷兰为 ２１７０ 家左右；

意大利为 １２００ 家左右； 比利时为 １０００ 家左右； 奥地利为 ８００ 多家； 葡萄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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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多家。

中餐业在西欧国家中已有长期经营的基础， 中餐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

普通欧洲人的生活。 相较于欧洲人所经营的西餐馆， 华人大型餐馆往往室内装

饰豪华， 菜式更为多样、 考究， 为中高端顾客所青睐。 而华人小型餐馆除口味

丰富外， 低廉的价格则成为吸引普通民众的亮点。 这种二元布局也是未来欧洲

华侨华人经营中餐馆的发展方向。

（２） 食品工业、 超级市场。

在传统的餐饮业以外， 欧洲华侨华人所从事的另外两种行业近年来引人瞩

目， 即食品工业和超市。 这两个行业在华侨华人中起步较晚， 目前在华商经济

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 食品工业方面，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具有相当

规模的食品公司， 它们主要为中餐馆和中国杂货店供货， 比如七海冻品公司、

“志业” 肉类批发公司等。 华人超市是另外一个在华侨华人中异军突起的行

业， 在意大利、 法国、 英国和荷兰等国家， 大型华人超市越来越多， 其规模也

日趋膨胀。 这些超市集批发和零售于一体， 引入现代先进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管

理经验， 日益呈现出集团性、 连锁性和功能多样性的特点， 对欧洲传统大型连

锁超市造成一定的冲击， 带动了华人商圈的大幅发展。①

（３） 批发货行与进出口贸易。

促使华人经济在整体发展规模上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后由华商经营的批发货行和进出口公司的大量出现。 仅以法国巴黎郊区的欧

贝维利耶市和西班牙马德里拉瓦别斯区为例， 前者是目前法国最大、 设施和管

理最完备的华商批发中心， 也是法国和欧洲服装、 皮革、 首饰、 家具、 眼镜等

商品的集散地， 已然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在此聚集了近 ７００ 家

由华侨华人经营的商户； 后者的华侨华人贸易区也聚集了大小批发店和商品零

售店 ３０００ 多家。 此外，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１５０ 多家中国公司环绕在维多利

奥广场四周。

（４） 服装加工业和皮革业。

如前所述， 餐饮业和皮革业 （包括服装加工 ） 是欧洲华侨华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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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领域， 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 大量华人新移民的涌入提供了

廉价的工人， 华商所经营的皮革鞋服业以低廉的价格优势迅速占据欧洲市

场。 ９０ 年代以后， 这种格局有所改变， 华商的活动领域更加多元， 但在华

人经济中， 餐饮业、 服装加工和皮革业三分天下的格局并没有受到根本冲

击， 特别是在南欧的意大利 （集中在佛罗伦萨和普拉托） 和法国。 然而欧

洲华商在服装加工和皮革业中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我国大陆在产品

设计和质量要求等方面不断提升以及更多物美价廉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在

这种局势下， 不少经营此等行业的华商开始转型， 一部分华侨华人转而为

国内产品做推销， 另一部分华侨华人则对从我国大陆进口的商品进行更换

品牌和分销。

（５） 旅游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 我国居民出国出境

旅游十分火热， 而具有悠久历史、 丰富历史遗产、 旖旎自然风光和多元文化的

欧洲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目的地。 欧洲华侨华人抓住这个机遇， 大力发展旅

游业， 包括经营旅游公司、 销售纪念品、 投资旅馆业等等， 为华人经济注入了

兴奋剂。 目前在欧洲各国的各个主要城市基本上都能找到由华侨华人开设的旅

游公司。 实际上， 为大力发展旅游业，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欧洲主要国家的

华侨华人就联合起来， 成立了诸如 “华人旅游同业联合会” “华人旅游协会”

等华人旅游社团。 ２００８ 年， 来自我国内地和欧洲十多个国家的 ４００ 多名代表

齐集巴黎， 成立了 “全球华人旅游联合总会”。 该社团的成立也标志着华人旅

游业走进一个新的时代。

除上述主要行业外， 在欧的华商还从事如下行业： 运输业、 文娱业、

美容美发业、 洗衣店、 家具店、 钟表店， 以及近年来发展的中医药产业等

等。

从上述的发展趋势来看， 在欧的华侨华人已经逐渐进入各行各业， 涵盖了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各主要行业。 但需要注意的是， 华人经济要想进一步发

展， 必须改变目前的窘况， 即在华侨华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

和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些行业。 可喜的是， 这一窘况随着欧洲华商产业结构的升

级正在被逐渐打破， 有些华商将视野投向教育文化、 科技金融、 物流海运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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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行业， 并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大规模的龙头企业， 比如由陈克威、 陈克光兄弟

开设的已经进入法国企业 ５００ 强的陈氏兄弟百货公司， 英国的 “荣业行”， 丹

麦的 “春卷大王” 范岁久。 对新兴和高端产业的涉入， 不但使华人经济的企

业格局更为多元， 更主要的是， 使欧洲华侨华人的资本经济活动突破了低端产

业的限制， 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财富榜欧洲华商上榜情况

相比亚洲地区的华商， 欧洲华商上榜人数少， 只有寥寥数人， 因此其财富

值在总榜中占比也较小。

１ 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

表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欧洲华商上榜情况

年份
华人

排名

全球

排名
姓名

净资产

（亿美元）
年龄 国籍 公司 行业分类

２０１３
１４６ ９７４

戴秀丽（秀丽·霍肯） ／
ＸｉｕＬｉ Ｈａｗｋｅｎ

１５ ５０ 英国 人和商业控股 房地产

１８２ １１０７ 苏海文 ／ Ｈｅｌｍｕｔ Ｓｏｈｍｅｎ １３ ７３ 奥地利 环球航运 物流

２０１２
９８ ７６４ 戴秀丽（ ／ Ｈａｗｋｅｎ ＸｉｕＬｉ） １７ ４９ 英国 人和商业控股 房地产

１２９ ９１３ 苏海文 ／ Ｈｅｌｍｕｔ Ｓｏｈｍｅｎ １４ ７２ 奥地利 环球航运 物流

２０１１ ７５ ５４０ 戴秀丽（ ／ Ｈａｗｋｅｎ ＸｉｕＬｉ） ２２ ４８ 英国 人和商业集团 房地产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整理得出。

戴秀丽， 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夫姓改名秀丽·霍肯 （ＸｉｕＬｉ Ｈａｗｋｅｎ）， 是

人和商业控股公司 （Ｒｅｎ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的董事和大股东， 被称为中

国职业足坛首位美女老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戴秀丽在 １１ 座城市拥有 １４ 个

正在建设的地产项目。 毕业于中国文学专业的戴秀丽还是中国足球俱乐部陕西

人和商业浐霸队 （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Ｒｅｎ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ｂａ） 的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戴

秀丽以其巨额财富荣登全英女性富豪榜第 ７ 位， 而这是华裔女性的名字首次出

现在这个排行榜上。

苏海文， 奥地利公民， 现居香港， 是 ＢＷ 集团 （ ＢＷ Ｇｒｏｕｐ） 董事长， 该

公司拥有 １４０ 艘油船和天然气运输船， 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事公司之一。 由于对

中奥友谊的贡献， 他曾获得中国的 “人民友好使者”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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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表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欧洲华商上榜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产业

２００８ ４３８ 陈克威 ／ 陈克光兄弟 １７ ３ 陈氏兄弟集团 法国 零售、地产、文化传媒

２００７ ５００ 叶焕荣 １２ 荣业行 英国 连锁超市

２００７ ３７３ 陈克威 ／ 陈克光兄弟 １７ ３ 陈氏兄弟集团 法国 零售、地产、文化传媒

２００６ ３８０ 叶焕荣 １０ ４ 荣业行 英国 连锁超市

　 　 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均无欧洲华商上榜。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组织评选的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整理得出。

陈克威、 陈克光兄弟， 法国华人首富， 祖籍广东省普宁大长陇村， 出生

在老挝的一个华人家庭。 １９７５ 年， 陈克威因战乱避走法国， 与在巴黎攻读

电机工程专业的弟弟陈克光联手建立了 “陈氏兄弟公司” 。 陈氏兄弟的商业

眼光十分独到， 能较好地把握市场行情， 除开办百货公司、 餐馆外， 还与其

他兄弟在泰国、 香港、 法国建立了跨国集团公司， 从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泰国、 日本、 韩国等地进口上万种商品，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华

人企业之一。

叶焕荣， 祖籍东莞塘厦镇， 是英国华商首富， 英国华人超市王中王。 １９７０

年， 叶焕荣创办了荣业行， 现共有 ４ 家大型连锁超市， 以销售中、 日、 泰、 韩

等亚洲国家食品、 杂货乃至自家品牌的中式酱料闻名， 为英国 ２０００ 多家中餐

馆和零售店提供商品， 至今已然成为英国最大规模的中国食品超市及批发中

心。 英国华人几乎都去过荣业行， 叶焕荣则是第一位在富豪榜上有名的居住英

国的华人企业家。 ２０１０ 年， 叶焕荣因为在东方食品业方面的贡献进入英国一

年一度的新年荣誉册， 荣获英女王颁发的 ＯＢＥ 大英帝国勋章。 ２０１２ 年， 获世

界莞商大会 “杰出莞商” 称号。

二　美洲华商财富分布

鉴于美洲华商分布较为分散， 资料和数据的搜集存在一定的困难， 且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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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 故本部分以这两国的华商情况为主进行介绍和

分析。

（一）美国华商财富分布

早在 ２００ 年前， 已有华人华侨远赴美洲开拓， 最近几十年， 移居于此的中

国人更是大幅度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０７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指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有 ５００ 万以上华人移民美洲， 以 ４ ６％ 的增长率居中国海外

华人移民地区之首， 约为同期移民总数的 １４％ 。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始， 美国华人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中国大陆更于 １９８７

年以后成为美国华人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至 ２００５ 年年

底， 美国人口中约 １８３ ３ 万人出生于中国， ２０１０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华

裔人口达 ３８０ 多万， 而汉语也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外语。

１ 美国华商财富布局

美国华商是美国华侨华人的一个重要群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

据， ２００２ 年， 美国华人企业约为 ２８ ６ 万家， 占亚裔企业的 ２５ ９％ 、 全美企业

的 １ ２％ ， 雇员近 ６５ 万人。 在企业总体收入方面， 华人企业的收入为 １０５１ 亿

美元， 占亚裔企业收入的 ３２ ２％ 。 可见， 在亚裔企业中， 华人企业经济效益

较好。

华人企业在地域分布上呈现集中程度较高的特点， ８０％ 以上的华人企业集

中在 ７ 个州， 以加州为最， 约有华人企业 １１ 万家， 收入高达 ５６２ 亿美元。 纽

约也聚集了约 ６ 万家华人企业， 收入约 １０２ 亿美元。 还有不少华人企业集中在

新泽西、 夏威夷、 得州等， 华人企业最密集的大都会区是纽约—纽瓦克—桥

港、 洛杉矶—长堤—河边、 圣荷西—旧金山—奥克兰、 华盛顿—巴尔的摩—北

弗吉尼亚。

在行业分布方面， 华商企业基本遍布美国的各个行业， 但仍相对集中。 如

表 ３ 所示， “专业与科技服务” 和 “膳宿与食品服务” 两个行业聚集的华商企

业最多， 合计超过 ９ 万家， 分别占华商企业总数的 １７ １９％ 和 １５ ２９％ 。 “其他

服务” “零售贸易” “房屋与出租” “健康护理与社会协助” “批发贸易” “管

理、 支持与维护服务” 六大行业的华商企业总数超 １４ 万家。 八大行业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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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２３ 万家， 占华商企业总数的 ８２ ３９％ ， 具有较高的行业集中度。 企业收入

方面， “批发贸易” 类行业收入占比最高， 达 ４０ ４７％ ， 与其 ７ １４％ 的企业数

相比， 单位企业的收入贡献很高。 此外， 收入超百亿的还有 “零售贸易” 和

“膳宿与食品服务”， 上述 ３ 个行业收入占华商企业总收入的近 ２ ／ ３， 这也进一

步说明华商企业在行业分布上高度集中。

表 ３　 美国华商企业的八大行业分布

行业类别 企业数量
比例

（％ ）
企业收入

（千美元）
比例（％ ）

企业平均收入

（美元）

专业与科技服务 ４９１５８ １７ １９ ６９５４５６７ ６ ６２ １４１４７３

膳宿与食品服务 ４３７４５ １５ ２９ １２１１２０３３ １１ ５３ ２７６８７８

其他服务（不包括公共管理） ３０５１７ １０ ６７ １７１１４６７ １６ ２９ ５６０８２

零售贸易 ２８３１８ ９ ９０ １４３４２２８８ １３ ６５ ５０６４７２

房屋与出租 ２６９３７ ９ ４２ ３７９１８８１ ３ ６１ １４０７６９

健康护理与社会协助 ２５０３５ ８ ７５ ５３４３２１８ ５ ０９ ２１３４３０

批发贸易 ２０４２７ ７ １４ ４２５０９６８１ ４０ ４７ ２０８１０５４

管理、支持与维护服务 １１５２７ ４ ０３ １６４３６８１ １ ５６ １４２５９４

华商企业总数 ２８６０４１ １００ １０５０５１６１３ １００ ３６７２６１

　 　 注： 华商企业总数包括八大行业和其他行业。
资料来源： 林联华 《美国华商现况探析》 ，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但就规模而言， 美国华人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 这与东南亚地区有所不

同。 结合其他资料， 可以看出， 美国华商企业在行业分布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１） 中餐业。

中餐馆在美国的出现， 始于 １９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淘金热， 在移民大潮的

涌动中， 曾呈现百家争鸣、 快速扩张的发展格局。 历经一百多年， 如今全美中

餐馆超过 ５ 万家， 影响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据美国

《中餐通讯》 统计，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中餐馆数达 ３ 万余家。 至 ２００６ 年， 一

项美国中餐协会的统计指出， 这一数字已达 ５ 万多， 远超美国本土连锁快餐店

麦当劳。 这些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 尤以洛杉矶、 纽约、 旧金山最为密集， 中

餐业聚集了 ３０ 多万华人员工， 中餐也成为美国人普遍喜爱的餐饮之一。 以美

国最大的中餐企业 “熊猫快餐集团” 为例， 其开店速度远超汉堡连锁店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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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销售额也十分惊人， ２００６ 年已超 ９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熊猫快餐店已

扩展至 １０００ 家， 遍布于美国 ３６ 个州。

尽管中餐馆数量上超过麦当劳、 汉堡王和肯德基在美国本土门店的总和，

也有一批高级中餐馆和中式自助餐在餐饮业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但大多数

的中餐馆或外卖店是家庭式经营， 中餐业面临创新不足、 人员招工难等问题，

业内竞争激烈， 利润微薄， 再加上负面新闻不断， 使众多遍布全美的中餐馆陷

入艰难困境。 未来中餐业应加强行业交流与合作， 内部加强质量管理， 不断创

新， 方能走出困境。

（２） 华资旅馆、 酒店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大批中国人出国旅游，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促进了美

国华商在旅馆业的布局与发展。 近年来， 美国华人旅馆业经营逐渐转向连锁经

营。 南加州台湾旅馆公会现任会长汪蔚兴表示， 在互联网环境下， 顾客基本上

采用网上订房的方式， 使得华裔旅馆业者热衷于投资品牌连锁旅馆， 仅在南加

州就有逾 ４００ 家华资旅馆。

据 《星岛日报》 报道， 出生于台湾的华裔地产商张山亮的产业已经遍及

纽约， 甚至发展到海外， 纽约在建的酒店房间中大部分都在他的名下。

据 《美国华商报》 报道， 祖籍广东台山的华商林建中是一位具有传奇色

彩的成功商人。 移民美国的第一个十年， 他发展成为纽约最大的制衣生产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制衣业逐渐萎缩后， 他将投资重心转移到房地产业和酒店

业， 十年内， 他并购、 兴建酒店十余家。 林氏酒店发展集团几乎拥有美国所有

名牌连锁酒店品牌， 像希尔顿、 喜来登、 四点、 假日酒店、 客来运、 飞尔菲、

哈佛·强森、 汉普顿等。 他新建酒店占纽约市的 ２５％ ， 更可称为奇迹的是，

这样大的业绩， 靠的不是遗产继承， 而是他这十年来的辛苦运作。

据美国 《世界日报》 报道， 有两个以第二代华裔为首的集团， 默默地在

加州 各 地 并 购 旅 馆， 且 成 果 惊 人。 其 中 一 个 集 团 叫 作 布 莱 顿 管 理 公 司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由范约瑟 （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ａｎ） 掌舵。 范约瑟 １９７６ 年起跟随

父母接触旅馆生意， １９９４ 年成立布莱顿公司， 拥有管理多家名牌连锁旅馆的

认证， 目前员工近 ３０００ 人， 华人比例不到 １％ ， 在近几年以 ２ ９ 亿美元在加

州收购了 １４ 家旅馆， 北自沙加缅度， 南至圣地亚哥， 每间旅馆规模从 １０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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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到 ４００ 个房间不等。 另一家备受瞩目的集团是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 吴姓负责

人才 ３０ 岁出头， 据悉， 过去两年半他买了十家旅馆， 集团主要是透过负责人

集资去买旅馆， 并与范约瑟的公司展开合作， 无论管理， 还是买卖旅馆都合作

得很成功。

（３） 批发贸易业和零售业。

与欧洲华商情况相似， 批发贸易业和零售业也是在美华人聚集的行业之

一。 据统计， 全美的华人杂货店、 超市在 １９９９ 年时已达 １ 万多家， 到 ２００２

年， 这一数字增至 ２ 万多， 并且规模也逐渐扩大。

大华超市由台湾移民陈河源创立， 是全美最大的华资连锁超市。 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 大华超级市场在加州已拥有 ２４ 家直营店， 另在华盛顿州、 内华达州、

得州有 ４ 家直营店。 另外， 在美国境内的乔治亚州和国外的印尼雅加达， 均有

合资合作的大华超级市场。

福建和浙江温州移民在美国华人超市业中也颇有建树。 中国城超市集团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ｔ Ｇｒｏｕｐ） 由福建移民邓龙创办， 是一个以超市零售为主， 集外

贸进口、 批发、 仓储物流、 农业种植、 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它

在纽约艾姆赫斯特、 华埠及法拉盛设立起 １１ 个大型超市， 并开展农场、 连锁

餐饮、 食品进口批发、 物流配送， 业务覆盖全美 ２０ 余个州， 企业员工 １０００ 多

人， 在竞争激烈的美国超市行业中昂首挺立， 目前已经成为全美最大规模的亚

洲超市集团之一。 １９９２ 年移民美国的温州人张利惠可谓美国华人超市业的后

起之秀， 其创办的 “大中华超市集团” 在纽约、 波士顿、 新泽西及维吉尼亚

州等地开设了多家规模较大的超市。

另据统计， 逾 ４０ 家华商企业在南加州经营水产进出口贸易。 台湾移民苏

思齐 １９９３ 年与朋友创办 Ｆｒｅｍｏｎｔ 海产公司， 向中国出口加州水产， 成为著名

的 “鱿鱼大王”， 苏思齐也因此被洛杉矶中小企业局颁发 “杰出中小企业出口

商” 奖。

（４） 高科技企业。

在高新技术产业也不乏华人的身影， 华侨华人为美国硅谷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在硅谷， 约有 １ ／ ３ 的公司由华侨华人创办或担任 ＣＥＯ， 在华裔自行创

办的超过 １０００ 家公司中有超过 ２０ 家公司已经上市， 在硅谷的 ３０ 万名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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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裔达到 １ ／ ５ 以上。 “２００９ 年度硅谷 １５０ 强排行榜” 中有 １５ 家华人公司上

榜， “２０１３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 中， １０ 位美国华商中有近一半的主营企业

属科技产业。 这一点从前述 “专业与科技服务 ” 企业占华人企业数量的

１７ １９％ 可以看出， 后文还要谈到各大美国华商财富榜中科技类行业富豪居多，

也从另一角度显示华人企业在科技行业的影响力。

（５） 金融业。

随着美国华人华侨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 华人金融业的市场也在急剧发

展。 据媒体报道， 美国华人创立的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将近 ２０００ 家，

仅华资银行就达 ８０ 多家， 控制着数百亿美元。

目前， 美国最大的华资银行是华美银行、 国泰万通金控。 华美银行以其

２６０ 亿美元的总资产、 超过 ４８ 亿美元的市值， 跻身美国前 ２５ 大银行， 在福布

斯 （Ｆｏｒｂｅｓ） 评选的 “全美百强银行” 中， 华美银行连续四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排名前十， 其服务网络覆盖加州、 乔治亚州、 内华达州、 纽约、 马萨诸

塞州、 得州、 华盛顿州及大中华地区的香港、 上海和汕头， 并在北京、 重庆、

深圳、 台北、 厦门及广州设有办事处。

国泰万通金控控股的国泰银行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总资产超百亿美元， 拥

有 ３２ 家加州分行， ９ 家纽约州分行， ３ 家伊利诺伊州分行， ３ 家华盛顿州分

行， ２ 家得州分行， １ 家马州分行， １ 家内华达州分行， １ 家新泽西州分行，

营业地区自西岸向东扩展至纽约及马萨诸塞州东部， 北至华盛顿州西雅图，

南达得州， 并在亚太区的香港、 台北及上海设有代表办事处。 ２０１３ 年， 国

泰万通金控公司全年盈利为 １ ２３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盈利为 ３１３０ 万

美元。

此外， 提供专业的投资理财服务的华裔证券商的发展也十分抢眼。 美

国消费者杂志理财实验室曾举行全美网络券商评选活动， 美国第一理财证

券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两年夺得第一。 这是一家仅有 ４０ 名员工的

华人小公司， 它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网络券商之一， 以 “高

品质服务与更低廉费用” 为一贯宗旨引领着美股网络交易的潮流。 值得一

提的是， “第一理财” 的业务已走出华人区， 其客户构成中， 约 ８５％ 为本

土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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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财富榜美国华商上榜情况

表 ４　 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美国华商上榜名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

华人

排名

全球

排名
姓名

净资产

（亿美元）
年龄 国籍 公司 行业分类

１６ １４５
陈颂雄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８０ ６１ 美国 美国药品伙伴公司 医疗保健

３５ ２７６
张东文夫妇 ／ Ｊｉｎ Ｓｏｏｋ＆
Ｄｏ Ｗ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４５ ５８ ／ ５６ 美国 Ｆｏｒｅｖｅｒ ２１ 时装和零售

４６ ３５３ 王恒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３８ ６４ 美国 金鹰国际集团 房地产

７４ ５５４ 孙大卫 ／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２６ ６１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科技

７５ ５５４ 杜纪川 ／ Ｊｏｈｎ Ｔｕ ２６ ７２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科技

８２ ５８９ 冯国经 ／ 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２５ ６７ 美国 利丰集团 连锁经营

１０１ ７０４ 高民环 ／ Ｍｉｎ Ｋａｏ ２１ ６４ 美国 美国 Ｇａｒｍｉｎ 公司 科技

１０６ ７３６
程正昌和蒋佩琪夫妇 ／
Ａｎｄｒｅｗ ＆ Ｐｅｇｇｙ Ｃｈｅｒｎｇ

２０ 美国 熊猫餐饮集团 服务

１５１ ９７４ 杨致远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１５ ４４ 美国 雅虎 科技

１９９ １１７５ 孙宏斌 ／ Ｓｕｎ Ｈｏｎｇｂｉｎ １２ ５０ 美国 融创中国 房地产

合计 １０ 人（夫妇计 １ 人） ３０８ 人均净资产 ３０ 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

华人

排名

全球

排名
姓名

净资产

（亿美元）
年龄 国籍 公司 行业分类

９ １２７
陈颂雄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７２ ６０ 美国 美国药品伙伴公司 医疗保健

３２ ２７６ 王恒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４０ ６３ 美国 金鹰国际集团 房地产

３２ ２７６
张东文夫妇 ／ Ｊｉｎ Ｓｏｏｋ＆
Ｄｏ Ｗ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４０ ５７ ／ ５５ 美国 Ｆｏｒｅｖｅｒ ２１ 时装和零售

５４ ４１８ 杜纪川 ／ Ｊｏｈｎ Ｔｕ ２８ ７１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科技

５４ ４１８ 孙大卫 ／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２８ ６０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科技

７１ ５４６ 高民环 ／ Ｍｉｎ Ｋａｏ ２３ ６３ 美国 美国 Ｇａｒｍｉｎ 公司 科技

１４６ １０１５ 杨致远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１２ ４３ 美国 雅虎 科技

合计 ７ 人（夫妇计 １ 人） ２４３ 人均净资产 ３４ ７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

华人

排名

全球

排名
姓名

净资产

（亿美元）
年龄 国籍 公司名称 行业

１９ １９６ 陈颂雄 ５２ ５９ 美国 美国药品伙伴公司 医药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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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１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

华人

排名

全球

排名
姓名

净资产

（亿美元）
年龄 国籍 公司名称 行业

３４ ２４７ 冯国经 ４３ ６５ 美国 利丰集团 批发零售、贸易

３６ ２５４ 王恒 ４２ ６２ 美国 金鹰国际集团 房地产

６３ ４４０ 孙大卫 ２６ ５９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电子制造

６３ ４４０ 杜纪川 ２６ ７０ 美国 金士顿科技 电子制造

９８ ７３６ 高民环 １７ ６２ 美国 美国 Ｇａｒｍｉｎ 公司 导航仪制造

１３９ ９３８ 杨致远 １３ ４２ 美国 雅虎 综合门户

合计 ７ 人 ２１９ 人均净资产 ３１ ２９ 亿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整理得出。

表 ５　 福布斯美国 ４００ 富豪榜华商上榜名单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

单位：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福布斯美国 ４００ 富豪榜

排名 姓名 个人净资产 财富来源

３９ 陈颂雄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７０ 仿制药

８１ 王恒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４０ 零售

８８ 张东文夫妇 ／ Ｊｉｎ Ｓｏｏｋ＆ Ｄｏｗ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３６ 零售

１３０ 冯国经及其家族 ／ 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８ 零售

１３０ 孙大卫 ／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２８ 信息技术

１３０ 杜纪川 ／ Ｊｏｈｎ Ｔｕ ２８ 信息技术

２４２ 高民环 ／ Ｍｉｎ Ｋａｏ １８ 导航设备

３７５ 杨致远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１１ 雅虎

合计 ８ 人（夫妇计 １ 人） ２５９ 人均 ３２ ３８

２０１０ 年福布斯美国 ４００ 富豪榜

排名 姓名 个人净资产 财富来源

４６ 陈颂雄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５６ 仿制药

６９ 王恒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４１ 零售

８７ 冯国经及其家族 ／ 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 ｆａｍｉｌｙ ３５ ５ 零售

１３６ 孙大卫 ／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２６ 电脑记忆体

１３６ 杜纪川 ／ Ｊｏｈｎ Ｔｕ ２６ 电脑记忆体

２６９ 高民环 ／ Ｍｉｎ Ｋａｏ １５ 导航设备

杨致远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１１ ５ 雅虎

合计 ７ 人 ２１１ 人均 ３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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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９ 年福布斯美国 ４００ 富豪榜

排名 姓名 个人净资产 财富来源

６５ 陈颂雄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ｉｏｎｇ ４０ 通用名药

１１８ 冯国经及其家族 ／ 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６ 贸易

１２３ 孙大卫 ／ 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２５ 电脑存储系统

１２３ 杜纪川 ／ Ｊｏｈｎ Ｔｕ ２５ 电脑存储系统

１５８ 王恒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ｎｇ ２０ 零售

１９６ 高民环 ／ Ｍｉｎ Ｋａｏ １８ 导航仪器

３１７ 杨致远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１２ ５ 雅虎

合计 ７ 人 １６６ ５ 人均 ２３ ７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福布斯美国 ４００ 富豪榜整理得出。

表 ６　 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美国华商上榜名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产业

１９ 陈颂雄 ３４１ ４１ 阿博利斯生物技术 美国 生物技术

６６ 杜纪川 １７０ ７１ 金士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ＩＴ 产业

６６ 孙大卫 １７０ ７１ 金士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ＩＴ 产业

１４１ 杨致远 ８８ ７７ 雅虎 ｙａｈｏｏ 美国 互联网

合计 ４ 人 ７７１ ６ 人均财富 １９２ ９

２００９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产业

５ 陈颂雄 ３７５ ９ Ａｂｒａｘｉｓ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美国 生物技术

２６ 杜纪川（ Ｊｏｈｎ Ｔｕ） １７０ ８７ 金士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ＩＴ 产业

２６ 孙大卫（Ｄａｖｉｄ Ｓｕｎ） １７０ ８７ 金士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ＩＴ 产业

７９ 杨致远 ７５ １８ 雅虎 ｙａｈｏｏ 美国 互联网

２５１ 戴伟丽 ３０ ５ 神奇科技 美国 存储、通信

合计 ５ 人 ８２３ ３２ 人均财富 １６４ ６６

２００８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行业

２９ 孙雄 ２４０ ０ Ａｂｒａｘｉｓ 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美国 医药

６０ 杜纪川 １７１ ５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科技公司 美国 科技领域

６０ 孙大卫 １７１ ５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科技公司 美国 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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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８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行业

６４ 杨致远 １５８ 雅虎 美国 互联网

２６８ 王嘉廉 ３８ 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美国 软件

４３５ 黄建生 １７ ５ ＮＶＩＤＩＡ 美国 集成电路

合计 ６ 人 ７９６ ８ 人均财富 １３２ ８

２００７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

名次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行业

４７ 杨致远 １５１ ５０ 雅虎 美国 互联网

８３ 孙雄 ８５ ５０ Ａｂｒａｘｉｓ 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美国 医药

９６ 高明 ７２ ７０ 高明公司 美国 ＧＰＳ 生产

１７９ 王嘉廉 ３８ ３０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美国 软件

３６７ 黄建生 １７ ５０ ＮＶＩＤＩＡ 美国 集成电路

合计 ５ 人 ３６５ ５０ 人均财富 ７３ １

２００６ 年全球华人富豪 ５００ 强

名次 姓名 亿元人民币 主要公司 公司总部 主要行业

３８ 杨致远 １５０ 雅虎 美国 互联网

６３ 孙雄 ８４ 美国药品伙伴公司 美国 医药

７２ 高明 ７１ ２ 高明公司 美国 ＧＰＳ 生产

１３７ 王嘉廉 ３６ 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美国 软件

１５９ 张茵 ３０ 中南控股 美国 纸箱、包装纸

２７４ 黄建生 １６ ＮＶＩＤＩＡ 美国 集成电路

４８２ 朱敏 ８ ３ 网迅 美国 网络实时互动

合计 ７ 人 ３９６ ３ 人均财富 ５６ ６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整理得出。

表 ７　 胡润全球富豪榜美国华商上榜名单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排名 ２０１３ 财富（１０ 亿美元） 姓名 公司名称 年龄 所属国家 主要行业

１６０ ７ １ 陈颂雄 Ｎａｎｔ Ｗｏｒｋｓ ６１ 美国 医药

２８４ ４ ７ 张金淑、张东文 Ｆｏｒｅｖｅｒ ２１ ５９ 美国 单品牌零售

４５０ ３ １ 孙大卫 金士顿 ６２ 美国 科技

４５０ ３ １ 杜纪川 金士顿 ７３ 美国 科技

７９８ １ ９ 高民环 任我游 ６５ 美国 科技

１１９１ １ ２ 杨致远 雅虎 ４５ 美国 科技

１２７４ １ １ 段永平 步步高 ５３ 美国 科技

　 　 资料来源：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１３ 胡润全球富豪榜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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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各类富豪排行榜可以看出， 各大排行榜中美国华人富豪上榜人员大

同小异， 每年上榜人数 ７ ～ １０ 人， 人均财富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 分布在科

技、 零售、 贸易、 房地产、 医药等行业， 以科技行业为主。 这些杰出的华商凭

借自身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 在世界经济中表现优异， 对当地及祖国的经济有

着重要贡献。

（二）加拿大华商财富分布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全国住户调查显示﹐在整个加拿大， 华

裔人口约为 １５０ 万， 而加拿大平权会认为华裔人口更多， 应已达到 １７０ 万。

１ 加拿大华商财富布局

中国大陆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就一直稳居加拿大移民来源地的首位， 平均每年

有 ３ 万多华人移民加国， ２００５ 年中国抵加新移民更创下 ４７１６７ 人的最高纪录。

２００６ 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加拿大卑诗省人口中平均每 １０ 人就有 １ 位华

裔， 列治文市中心的布里豪斯区为华裔人口最集中地区， 平均每 ５ 人中即有 ４

位华裔。

就这些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行业而言，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主要以餐饮

食杂店和其他小生意为主， 此后逐渐扩展到金融、 保险、 计算机、 通信、 石

油、 能源、 房地产、 旅游等领域。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始， 移民加国的华人大幅

增加， 起先主要是港台的商业投资移民， 这些移民是较富裕的一族， 而此后进

入加国的大陆移民， 则以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 他们属于相对清贫的一

族。 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 有些依靠自己的专业技术， 在医药、 法律、 会

计、 证券等相关领域有所成就； 有些则转向经商， 涉入超市、 餐饮、 小型零售

店等行业。 大量新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华商所经营的传统餐饮零售业和新兴旅游

业、 职业中介和移民服务业等行业的高速发展。

（１） 专业领域。

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在专业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值得关注。 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 ＩＴ 业的何国源先生， 他所创办的加拿大 ＡＴＩ 技术有限公司已然成为

全球著名的显示芯片生产商。 此外还有华裔企业家陈邓慧中， 她多次获颁加拿

大卑诗族裔商业协会 “新兴科技” 项目杰出企业家奖。 陈邓慧中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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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移民加拿大， 在温哥华就读高中、 大学， １９８５ 年和先生陈若虚共同创

设富达科技公司， 目前任列治文富达科技集团公司 （ Ｉｎｆｏ Ｓｐｅ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

总经理， 在推广计算机软件产品及进展零售服务科技方面表现卓越。 她曾获列

治文杰出贸易妇女奖， 历任列治文商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同主席、 加拿大贸易

开发银行理事等职。 而同样来自中国， 在大温哥华地区享有良好声誉的 Ｋｉｎｓ

Ｆａ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ｓ 果蔬连锁店总裁， 则获颁 “零售” 类企业家奖项。 Ｋｉｎｓ Ｆａ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ｓ 原本只是固兰湖岛一家小小店面， 如今已拥有 ２０ 家连锁水果蔬菜零售

店， 未来更计划连续扩张营运， 在北美服务更多新老顾客。 过去几届， 该奖项

都不乏华裔企业家登榜， 包括全盛行蔡银子、 瑞发生技公司柯江忠、 加创科技

公司詹建龙等多人。

（２） 中餐业。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为加拿大中餐业注入新的活力， 据媒体报道， 目前仅在

多伦多就有中餐馆 ８００ 余家， 而在温哥华， 更是多达 １１００ 家。 大量来自中国

不同地域的华人移民的到来， 也使得餐饮业的发展更加繁荣和多元。 具有各地

不同风味和经营策略的中餐馆相继出现， 既有曾独步加国的 “港式西餐”， 又

有后来风行的台式 “任点任食”， 还有后来兴起的北方饺子、 上海菜、 川菜和

火锅。

在这些中餐馆中， 有一些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 如文华餐饮集团， 它是全

北美最大的华人餐饮企业， 总公司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目前在安大略省拥

有 ２２ 家餐厅， 年营业额约为 １ ２５ 亿加元。 文华餐厅自创立至今获奖无数， 餐

厅曾经赢得过多个消费者评选活动奖项， 其中包括连续十五年赢得 《多伦多

太阳报》 读者评选活动中的最佳中餐馆称号。 餐饮业界也十分认可文华餐厅，

它赢得的奖项包括 ２００５ 年宾顿市杰出商业成就奖和 ２００５ 年安省商会杰出商业

成就奖。 ２００４ 年， 《饮食服务》 杂志将文华特许连锁企业评选为年度最佳企

业。 文华餐厅的管理股东和创始股东在国际上也屡获殊荣， ２００４ 年， 创始股

东张焜筑被授予海外台商磐石奖， 同年， 文华餐厅百利分店的管理股东何景泉

参加了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国际中餐创新竞赛， 经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

多位大厨的比拼， 他被国际裁判委员会授予金奖。 ２００８ 年， 创始股东邱鸿明

被宾顿市商会授予了年度商业精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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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贸易业、 零售业。

近年来， 在华人聚居的温哥华、 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城市， 华人超市得到了

快速发展， 其中较具规模的有金山连锁超市、 大统华集团及后起之秀华盛超

市。 遗憾的是， 由林氏兄弟创办的、 称霸多伦多食品零售业十几年的金山连锁

超市已于 ２００５ 年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而以台湾移民为主体的大统华集团发展

十分迅速， 自 １９９３ 年在大温哥华地区开办第一家门市后， 已经跃升为拥有分

店最多的华人超市， 目前已有多达 １９ 家分店。 随着福建新移民的到来， 以李

贵先为领军人物的福州福清人开办的超市和便利店也相继开张， 至今， 福建人

开的超市基本垄断了多伦多、 温哥华等地的华人超市。

而加拿大世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君学以 “诚信” 和 “坚持” 经营事业，

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各类小商品， 以每年约 ６０００ 万加元的营业额在整个加

拿大同行中名列前茅。

（４） 金融、 互联网。

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加拿大 《星岛日报》 报道， １４ 岁就通过省教育厅优

才计划进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 被媒体称为 “未来盖

茨”， 与社交网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创办人扎克伯格相提并论的加拿大 １９ 岁华裔创业

家黄铁锋， 已经成立过 ４ 家公司，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荣膺加国 ２０ 位最杰出 ２０

岁以下企业家， 是一位极具天赋和潜力的优秀人才。

蒋志成则是一位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企业家， 时任皇后金融集团董事长的他，

曾荣获杰出华裔创业家选举中的 “最佳创业创办奖”、 加拿大杰出华商新生意

奖、 “十大中华经济英才” 最佳诚信奖及由 《加拿大移民》 杂志主办的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０ 最佳 ２５ 名移民入围奖。 在专业领域里， 他成为特许金融规划师 （ＣＦＰ）、 金

融管理顾问 （ＦＭＡ）， 并连续六年获得环球百万圆桌会 （ＭＤＲＴ） 会员资格。

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必要， 而第二代华商和新移民的到

来， 也促使华侨华人逐步走出传统的餐饮服装业， 开始涉足一些高新技术产

业， 如电子、 金融、 律师、 会计师以及外贸和房地产等。 然而在华商经济圈中

新兴的这些行业目前仍然只有少数华侨华人进入， 大部分华商所从事的仍然是

餐饮零售、 中医针灸等在技术上较为低端的传统的小规模产业， 尤其是中餐业

和小商品零售业仍是他们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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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财富榜美洲华商（除美国外）上榜情况

表 ８　 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美洲其他国家华商上榜名单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年份 排名 姓名 财富 主要公司 所在地 主要产业

２００９ １００ 麦克·李秦 ６８ ３５ 咸美顿利基投资顾问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

合计 １ 人 ６８ ３５ 人均财富 ６８ ３５

２００８ ９０ 麦克·李秦 １２３ ５ 咸美顿利基投资顾问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

２００８ ２０４ 李泽钜 ５８ ５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Ｔｉｍｅ 投资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房地产

２００８ ２１８
陈少 雄 ／ 陈 悦 明

兄弟
５４ ５ Ｂｕｒｒａｒｄ 国际控股公司 加拿大

高尔 夫 球 场 以 及

房地产

２００８ １８６ 张胜凯 ６６ ５ 巴西方大集团 巴西 医药

２００８ ３１２ 林训明 ２９ ７ 巴西石化集团 Ｐｅｔｒｏｐａｒ 巴西 石油化工

２００８ ２１２ 李华文 ５６ ５ Ｌｅｙ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墨西哥 超市、地产

２００８ ２２６ 叶重民 ５１ ５ 牙买加百佳食品公司 牙买加 食品

２００８ ２２６ 王亚南 ５１ ５ 秘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秘鲁 铁路

合计 ８ 人（兄弟计 １ 人） ４９２ ２ 人均财富 ６１ ５３

２００７ ３４ 麦克·李秦 １７６ ５ 咸美顿利基投资顾问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

２００７ １１９ 李泽钜 ５８ ５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Ｔｉｍｅ 投资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房地产

２００７ １２９
陈少 雄 ／ 陈 悦 明

兄弟
５４ ５ Ｂｕｒｒａｒｄ 国际控股公司 加拿大

高尔 夫 球 场 以 及

房地产

２００７ １０７ 张胜凯 ６６ ５ 巴西方大集团 巴西 医药

２００７ ２２４ 林训明 ２９ ７ 巴西石化集团 Ｐｅｔｒｏｐａｒ 巴西 石油化工

２００７ １２５ 李华文 ５６ ５ Ｌｅｙ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墨西哥 超市、地产

２００７ １３７ 叶重民 ５１ ５ 牙买加百佳食品公司 牙买加 食品

２００７ １３７ 王亚南 ５１ ５ 秘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秘鲁 铁路

合计 ８ 人（兄弟计 １ 人） ５４５ ２ 人均财富 ６８ １５

２００６ ３３ 麦克·李秦 １７５ 咸美顿利基投资顾问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

２００６ ８５ 李泽钜 ５７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Ｔｉｍｅ 投资公司 加拿大 投资控股、房地产

２００６ ９３ 陈少雄与陈悦明 ５３ Ｂｕｒｒａｒｄ 国际控股公司 加拿大
高尔 夫 球 场 以 及

房地产

２００６ ８９ 李华文 ５５ Ｌｅｙ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墨西哥 超市、地产

２００６ １０７ 叶重民 ５０ 牙买加百佳食品公司 牙买加 食品

２００６ ８０ 张胜凯 ６５ 巴西方大集团 巴西 医药

２００６ １０６ 王亚南 ５０ 秘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秘鲁 铁路

合计 ７ 人（兄弟计 １ 人） ５０５ 人均财富 ７２ １４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全球华商富豪 ５００ 强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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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美洲华商 （除美国华商） 上榜富豪基本保持一致， 人均财

富变动不大， 其中加拿大华商人数最多。

三　欧美华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欧洲华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跟国内贸易相比， 欧洲华商中的 “贸易” 经济具有其独特性， 它伴随着

经济全球化而生， 又在国际市场内生存与发展。 欧洲华商既是全球产业链的参

与者， 又是利益分配者。 与东南亚及港澳台相比， 欧洲华商虽然在当地尚未拥

有政治、 经济上的主要控制力和影响力， 但在没有技术、 资金等优势的情况

下， 欧洲华商在国内市场全球化、 全球市场本土化中寻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

空间， 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这是值得肯定与重视的， 他们在世界经

济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１ 为住在国创造了就业、税收和机遇

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活和从事各种经营活动面临的很大一个瓶颈是， 很难融

入住在国当地的社会。 然而可喜的是， 随着二代、 三代华商的兴起和新移民的

不断到来， 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认识到， 华人经济的发展与住在国密不可分，

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努力使自己成为住在国的一部分， 华商也因而成为住

在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和充满活力的重要因子。 欧洲华商经过多年发展已经

形成了具备庞大经济规模的群体， 约有 ２０ 万家企业， 为所在国创造了就业、 税

收和机遇。 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 由于华人大规模地接手正在走下坡路的服装加

工业和皮件加工业， 使得这些半手工企业再度蓬勃发展， 促使当地的经济复苏。

据意大利 《欧洲华人报》 报道， 根据最新调查数据， ２０１３ 年， 移民给意大利带

来了 １５ 亿欧元的净收入， 这其中有不少由华人所贡献。

华人的餐饮业使欧洲餐饮方式更加多元化， 从而也带动了进出口贸易、 食

品加工和旅游业， 促进了欧洲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华人经营的皮革业、 服装

业、 商品批发、 超市等行业， 极大地填补了当地的行业空缺， 促进了当地的经

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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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一些城市中已形成了华人某一行业集中的专业街巷。 以法国北郊的

欧贝维利耶市为例， 该市华人商业区有近 ７００ 家商户， 鼎盛时有将近 ９００ 家商

户， 数量占欧贝维利耶市所有商户的 １ ／ ３， 是法国和欧洲服装、 皮革、 首饰、

家具、 眼镜等商品的批发中心。 ２０１１ 年在该市成立的千禧商业中心 （ ＬＥ

ＭＩＬＬＥＮＡＩＲＥ） 是法国近十年来建立的最大商业中心， 位于巴黎国营和私营仓

库盆地， 销售场地面积达 ５ ６ 万平方米。 这里共创造了 １７００ 个工作岗位， 其

中 ８００ 人是当地员工。 华商进入该市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 吸引了大批商人

来此洽谈业务、 购买商品， 从而也带动了当地的餐饮、 酒店等服务行业， 创造

了 ３５００ 多个就业机会， 使该市由原来破败的工业区变成了今天的商业批发中

心。 华人积极主动， 尊重当地价值观和法律法规， 华商的进入未破坏当地的文

化， 如他们租用的店面都是由原来的仓库和场区改造而成， 既保护了当地的文

化遗产， 又使其为当地经济服务， 而且， 华商为当地的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

献。 还有诸如马德里的拉瓦别斯区则由原来有名的吸毒区发展成为华侨华人贸

易批发区； 曼彻斯特的唐人街， 以前是一片破旧屋区， 现在则成为一个繁荣的

小区； 巴黎十一区的四条服装街、 罗马的华人服装批发街及米兰一街区闻名遐

迩。 华商的发展不断提升当地人民的福祉， 日益获得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认可。

２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

欧洲华商尤其是浙商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抓住了产业新老交替的机

遇， 取得了成功， 他们为建设和谐侨社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 为促进中欧经贸

关系作出贡献。 以意大利为例， 在这个中国商品进出口欧洲的集散地， 居住着

数十万的华商， 他们长期以来担当着欧中贸易主力军的角色。 近百年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 旅欧华人华侨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勤奋和智慧、 以艰苦拼搏精神扎

根欧洲， 赢得欧洲人民的尊重，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法国忠兴实业公司董事长、 西班牙皇家投资集团亚洲经济顾问吴忠先生的

另一个身份是中欧名流会所秘书长。 吴先生祖籍浙江温州， 在法国商界打拼多

年， 目前已是法国颇有成就的地产商。 眼见众多的国内招商团赴法引资不成

功， 吴先生就萌发出打造中国企业的招商引资平台的念头， 并最终于 ２００７ 年，

在中法两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界等人士的推动下， “中欧名流会所” 在法国参

议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 其宗旨是致力于促进欧中在经贸、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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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以及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它是中国和欧洲大型企业的高层领导聚会的

场所， 是一个为双方提供直接对话及商讨双边投资的平台， 会所同时也提供经

济信息服务、 组织高层次的专题论坛等经贸交流活动， 促进中欧双方在商业、

文化、 科学、 高科技和大学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目前欧洲的制造业、 金融业、

奢侈品行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出路与合作伙伴， 中国市场广阔， 欧洲企

业家可以有用武之地； 而中国企业家也有走出国门、 寻找发展机会的愿望， 会

所的成立适逢其时， 充分发挥了为双方释疑解惑、 促进交流与合作的作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在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会牵线搭桥下，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政府与法国欧贝维利耶市确立了两区、 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意向， 并签订了友好

交流意向书， 进一步促进两地今后在经济、 贸易、 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 推进共同繁荣。

３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欧洲华商在融入住在国经济和社会的同时， 主动回馈社会， 积极组织和参

与各类慈善活动， 为住在国也为祖国及家乡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贡献。

欧洲华商扶贫基金会是欧洲最大的华侨华人慈善基金会之一， 由欧洲著名

华人企业家何晓耀、 何天军等人创办， 是旅居欧洲比利时、 荷兰、 意大利、 西

班牙等国的华人华侨共同组建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在比利时

布鲁日注册成立， 其主要宗旨是动员欧洲华人华侨各方力量， 筹措资金， 支援

中国贫困地区发展， 以及促进旅欧华商与祖国及家乡的联系， 为祖国及家乡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 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广泛团结旅欧爱国华商， 动员各

种力量， 筹措资金， 支持中国贫困地区发展， 已经成功举办十余次慈善晚宴，

分别向云南省金平县和麻栗坡县、 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区、 台湾省台风灾区、 浙

江省瑞安市乡村小学、 山东德州市陵县滋镇北宋社区老年公寓扶贫项目等捐

款。

又如丹麦的 “春卷大王” 范岁久退休后， 专注于创立和发展 “大龙基金

会” （后更名为 “范岁久基金会”）。 基金会主要致力于资助中国留学生以及华

侨华人的公益活动， 推动中丹友谊深入发展， 支持中国的建设。 范岁久之子范

汉民说， 现在他牢记着父亲的教导， 全力支持基金会的事业， 作为 “龙的传

人” 积极促进中丹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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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洲华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１ 为住在国经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 美洲华商所从事的行业已经逐渐走出传统的餐饮和服装制造等

行业， 涉足超市、 运输物流、 电子通信、 房地产、 金融保险等高端产业以及律

师、 会计师、 医师、 教师等专业领域的人群日益增多，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虽然总体而言， 美洲华商的经济实力不及东南亚华商， 但他们已然成为住在国

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经济、 科技和文化教育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 就以纽约为例， 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移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经占到

全州个人所得税总额的 １５％ 以上。

２ 促进中外交流

海外华侨华人具有的一个天然优势就是， 他们既懂中国， 又懂住在国， 随

着他们不断往来于中国与住在国， 中外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通过

他们不断加深。 一方面， 中国的企业、 资金和人才等在他们的帮助下走向美洲

市场； 另一方面， 美洲先进的技术、 管理和资金、 人才也在他们的导引下进入

中国市场。 他们在祖国与住在国之间充当了十分重要的桥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新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友好合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以其自身强大的活动能力， 联通起中国

与住在国之间广泛的交流。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加拿大知名华人企业家陈永涛先

生， 现任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荣誉主席、 加拿大安徽同乡总会终身荣誉会

长、 安徽省海外交流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安徽省侨商联合会第一届名

誉会长。 他以回报祖国、 回报家乡为己任， 一直大力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多次

率团回国考察， 积极参与国内的经济建设； 参与安徽省政府和经贸出访团赴加

联系对接活动， 始终与安徽省涉侨单位保持着友好交往关系， 多次回皖参加

“国际徽商大会” 和 “华商安徽行” 等重大涉侨活动， 为安徽 “走出去” 牵

线搭桥， 为促进安徽与加拿大的经贸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３ 积极回馈社会

海外华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都不忘回馈社会，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投身

公益。 华商程正昌在美国创办的熊猫快餐 （Ｐａｎｄ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 是一家经营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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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快餐的连锁餐厅。 熊猫快餐作为全美最大的中餐连锁店， 在近 ４０ 个州有

８００ 多家分店， 雇员达 ２ １ 万人， 营业额超过 １０ 亿美元。 该公司有一个惯例，

即每开一家新的分店， 都会捐赠当地的社区团体以支持社区的建设， 通常是将

开业首日 ２０％ 的营业额捐出。 通过此类活动， 熊猫快餐树立起了积极正面的

良好形象， 得到了当地公众的认可。 此外， 程正昌一直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

从 １９９３ 年起， 几乎每年都向家乡捐资助学， 在国家发生灾害时， 也能找到他

捐资捐物的身影。

前述陈永涛先生也十分热心公益事业， 经常参与住在国及祖国各类慈善活

动， 积极参与侨社团组织活动， 长期致力于华人社团公共事务， 帮助维护侨胞

合法权益， 受到侨胞的广泛拥戴， 并多次被推荐担任侨社团荣誉职务。 据不完

全统计，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 陈先生在国内各项慈善捐款合计 ６６０ 余万元。 其中

主要包括： 向合肥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 ５０ 万元； 向桐城市中小学累计捐款

４１ 万元； 捐献定远县建设朱湾镇东圩烈士陵园， 迁葬新四军烈士遗骸项目 ３

万元， 并帮助工程顺利完工； 为汶川大地震累计捐款 １８７ 万余元； 为雅安地震

捐款 ５ 万元等。

全北美最大的华人餐饮企业文华餐饮集团， 曾经向多家医疗机构和慈善团

体捐款。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文华餐饮为

加拿大公民提供免费餐， 以此来庆祝加拿大国庆日， 共有 ７ 万多人享用了免费

餐。 ２００３ 年， 文华餐厅及其广大员工一起兑现了在五年间向颐康基金会捐款

１００ 万元的承诺。 ２００４ 年， 总公司注册成立了文华慈善基金会， 其后通过该基

金会向多家慈善机构捐款。 ２００７ 年， 总公司承诺向新宁医院科学中心所属

Ｓｃｈｕｌｉｃｈ 心脏中心增资计划捐出 １００ 万元。 除了向不同的医疗机构和慈善团体

捐款， 文华餐厅还在安省的不同高等院校为餐饮服务专业的优秀学生设立了奖

学金， 这些学校包括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ｏｗｎ 学院、 Ｈｕｍｂｅｒ 学院、 Ｎｉａｇａｒａ 学院、 Ｒｙｅｒｓｏｎ

大学和 Ｇｕｅｌｐｈ 大学。

加拿大世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君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 在

２０１３ 年接受新华网专访时， 方君学说， 诚信、 坚持和回报社会是在商为人的成

功准则。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多年来， 方君学在慈善事业和社会活动

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在家乡捐建了教学大楼， 为汶川地震筹集善款而奔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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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 温哥华风灾积极筹款， 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

成功的大企业家往往同时是慈善家， 他们关心公益， 无论身在何处， 都心

系住在国、 祖国及家乡的经济、 文化发展及社会问题， 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公

益活动， 奉献心力， 回馈社会。

（三）进一步发挥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正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于 ２００１ 年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

商大会上所言， 迄今为止， 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 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

商， 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 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他们的创业精神已经

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不断实现飞跃， 海外华

商为此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他们的足迹和身影遍布于世界 １９８ 个国家和

地区， 人数总额达 ６０００ 多万， 其掌握的资金额约 ４ 万亿美元。 雄厚的实力和过

硬的条件已经使他们不仅成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成为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和支撑点， 尤其是在我国利用国外 （境外） 资金、 技术、

管理经验方面， 海外华商起到了先导、 示范、 联动的作用。

港澳台和海外重点侨区是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 也是中国大陆

出口商品的主要输出地， 对我国商品出口和国际销售网络的形成起到了带动和

网络联结的作用。 港澳台及海外华商投资和贸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促进了中国大陆侨乡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起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港澳台及海

外华商通过直接投资及其所带来的对外经贸关系扩大、 区域经济聚集和扩散、

产业结构升级、 民营经济兴起等连带效应， 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并正在和即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强劲的市场需求。 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

我们应采取适当的政策， 进一步发挥港台及海外华商的作用。

（１） 搭建华商、 外商与大陆本土企业之间相互沟通和合作的高层次平台。

采取国内企业 “走出去” 和海外侨团 “请回来” 的战略。 一方面国内企业应

积极 “走出去”， 组团到海外侨商聚集地招商， 加强同海外华商的交流互动。

华商领袖深刻理解所在国政治、 经济、 文化。 对外投资方面， 中国政府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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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 华商可帮忙研究、 分析、 评估投资风险与收益， 甚至能推动所在国

制订相关配套政策。 另一方面， 诚挚地把海外华商 “请回来”， 以重点项目和

重点地区为中心进行联合推介和引进， 聚集相关各方的优势资源， 邀请海外华

商回国投资兴业， 带动海内外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动和合作。

（２） 完善华商投资经营的服务机制， 研究利用华商资本和智力资源， 促

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可设立华商投资服务机构， 为海外华商投资提供信息

服务、 法律咨询、 政策和技术支持， 充分利用行政服务平台行政资源集中的优

势， 为华商投资项目提供高效便捷的投资服务。

（３） 充分利用华商在住在国的影响力， 促进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 华商

可凭借其在海外的经验及影响力， 协助打造、 巩固、 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形

象。 在政治方面， 华商可协助中国， 促进政治对话， 增进政治互信， 创造和谐

区域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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