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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经济成为欧洲华人经济主体
中新网北京1月16日电 (记
者 杨凯淇)近若干年来，在世
界各地经商的新华侨剧增，而
人数最多、经商规模最大、最
为活跃的，首推欧洲。16日在
北京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
告(2013)》蓝皮书指出，进入
21世纪后，以进出口批发商贸
为主、部分延伸到零售终端的
华人商城经济，在欧洲主要国
家已经成为当地华人经济的主
体。
该蓝皮书显示，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裹挟下，欧洲华人
经济急速转型，进出口商贸批
发迅速兴起，建立起一座座仓

储、批发、零售兼营的综合性
大规模商场。在这些商城、商
业街区中，大部分经营者为中
国新移民，大部分商品为中国
制造。
作为欧洲土地上前所未有
的、以外来移民商户为主经营
的大型商贸模式，华人商城既
是欧洲华人经济的支柱，中欧
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也是中
国商品全球营销网的组成部
分，是“中国制造”突破欧盟
贸易壁垒的重要通道。
这部由华侨大学主编、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华侨华人蓝皮书还指出，恰在
此时，美国和欧洲遭遇了严重

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欧洲更有
欧债、欧元区严重动荡的重
压，整个欧洲经济陷入萧条。
本来根底就浅薄的华商经济，
自然深受其害。
蓝皮书认为，更为严重的
是，突如其来的华商经济带到
欧洲各地去的不仅仅是中国制
造的小商品，也有很多依附于
这些华商身上的行为、习惯、
模式、文化，欧洲许多华商集
中的城市，不断发生针对华人
商城的“突发事件”，致使华
商经济屡遭重创，华人商城经
济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蓝皮书指出，当华商经济
处于“小打小闹”的初级阶段

时，周边居民和地方监管部门
并未留意，或者在可容忍的范
围之内。但随着华商经济总量
迅速攀升，尤其赶上严重的经
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地方政府
和主流商界便自然把目光投向
在当地迅速壮大的华商群体。
该书显示，根据学者调
研，近期欧洲华商经济的发展
趋势可能呈现三个特点：进一
步向两级分化；一些华商将积
极寻求国内支持，联手中国大
型企业在欧洲拓展业务；部分
华商将主动与所在国官、商结
合，谋求风险共担的发展模
式。(完)

旅西华人批发区盗版名牌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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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西
班牙欧浪网报道，日前，1
西班牙Antena 3频道21点新
闻播出了一条关于在马德里
街头频现盗版名牌商品的新
闻，电视记者通过暗访小
商贩之后顺藤摸瓜，最终找
到了位于马德里市郊的这些
盗版名牌的大本营——Cobo
Calleja中国货品批发中心
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西班
牙人的眼皮底下。
新闻一开始，主持人就
2013年马德里众多圣诞集市
中出现的众多盗版名牌做了
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他说
道：“从手表到各类首饰再
到服装箱包，只要你能想到
的品牌都能被仿造出来并正
大光明地公开叫卖。”
之后，电视记者走访了
市中心的“海盗市场”。和
一些传统集市，对兜售仿冒
首饰和服装的摊贩进行了
采访并询问他们的进货来

源，当然，矛头最终还是直
指了马德里Fuenlabrada仓
库区。电视记者随即对Cobo
Calleja地区内的多家商贸
行进行了暗访调查，画面也
一下切换到了满是中文招牌
的商业街，还配上了传统的
中国音乐。
整段新闻持续了将近五
分钟，画面中不仅出现了涉
及盗版的服装饰品等，还把
设立在马德里某盗版电池作
坊也曝光在人们的视线中，
同时新闻解说还爆料这些盗
版产品在2013年就达到了上
千万欧元的销售额。
之后笔者走访了多家市
区的华人百货店，发现大部
分店里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侵
权行为，有的店面甚至在显
眼位置出售某些著名足球俱
乐部的翻版队服、翻版世
界名牌手拎包和类似Hello
Kitty文具等一些耳熟能详
的“山寨”品，而店主们却

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违
法的买卖。
2013年12月初，西班牙
警方在巴塞罗那华人仓库区
对非法涉嫌盗版名牌的批发
店展开了调查和打击行动，
最后查处了两家涉嫌销售盗
版名牌的华人店铺，缴获
4700余件非法产品，全部为
世界名贵香水和知名腕表品
牌的翻版，两名华人业主也
因此被捕。
大约在2012年，西班牙
某服装业巨头以“侵权”
罪起诉了一家位于马德里
La Latina附近的一家中国服
装店，原因是该中国店“模
仿”了他们的品牌Logo，不
但在字体还是拼写上都与他
们的Logo有着近乎一样的相
似。毫无悬念，这家中国服
装店败诉，不仅对该服装企
业做了巨额赔偿还被迫将自
己的Logo更换，可滑稽的是
这个屡教不改的中国服装店

只是改了个首字母就继续营
业了。
同样是2012年，一名巴
塞罗那华人在驾车途中遭警
察扣留，原因是他携带了大
量仿冒名牌包具，尽管这名
华人声称包具是他从别处购
买并准备送人用的，但警方
还是将他扣留并以“购买仿
制名牌”的罪名对其进行了
起诉。
西班牙刑法明文规定，
在进行工业生产或者商业贸
易等活动时，未得到已经注
册过的工业产权拥有人的同
意，明知该商标已经被注
册，仍对其进行生产、模
仿、修改并在相关领域销
售、使用，一旦被查会被处
以6个月以上2年以下的徒刑
并缴纳巨额罚金。即使没有
被判刑或者缴纳罚金，也一
定会留下案底，对未来更换
居留会产生直接影响。
(赵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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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有望形成新唐人街
中新网1月14日电 据西
班牙欧浪网报道，西班牙由
于华人大规模移民历史比较
短，各项因素让所谓的唐人
街并没有形成出现的特定气
候。只是随着中国人在西班
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叫USERA
地区越来越多，各类华人经
济形式蜂拥而至，有关此地
将来会形成唐人街的传闻才
开始出现。最早的说法是源
于马德里华人聚集区USERA
华人最集中的一条狭窄的街
道NICOLAS SANCHEZ的华人
商家。
自2007年开始，一些中
国人似乎是被施了魔法，陆
续选中NICOLAS SANCHEZ这
条街道兴产置业，当时在此
街道上开店的商家大约也有
7家左右，但是当时间的脚

步迈进2013年年底的时候，
6年时间，这条名不见经传
的小街店铺几乎就要被中国
人全部占领。从地铁口起
始的NICOLAS SANCHEZ街到
不远处与之交会的DOLORES
BARRANCO大街十字路口，
区区大约300米的一段路竟
有41家华人店铺，与7年前
相比数量增长了5倍。小吃
店、货行、手机店、服装
店、美甲店、美发店杂货
店……，鳞次栉比的华人店
铺招牌比比皆是，让这个街
道似乎成为名符其实的西班
牙中国城，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来到这里，这其中
又以 NICOLAS SANCHEZ街的
发展变化又最具有代表性和
说服力，成为西班牙唐人街
的脸面。

USERA唐人街形成的
外部基本条件，早提出
NICOLAS SANCHEZ会成为唐
人街，并将自己的餐馆名称
与唐人街有所联系的人，是
浙江籍侨胞王平先生。
王平的餐馆7年前就开
在NICOLAS SANCHEZ街，并
先入为主，将餐馆名称定为
“唐人街美食”，并进行名
称注册。采访中王先生说，
此地中国人越来越多，论做
生意的地理位置，NICOLAS
SANCHEZ街最理想。一是地
租相对于其他主要商业干道
便宜一半左右；二是人流量
集中。此街道衔接地铁口，
没有自驾车的中国人一出地
铁就会踏上这条街，让这条
街道成为不是主要商业干道
的商业干道；三是该区分中

国人越来越多，日常生活需
求的商圈范围，决定着在此
街道做生意错不了。之所至
将店起名唐人街美食，是因
为这条街在王平看来，将来
必成为西班牙唐人街无疑，
而他不过是先入为主而已。
采访中当地老华侨称，
NICOLAS SANCHEZ街之所以
有今天的繁荣，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是得益于华人移民
数量的暴涨。截止到2013
年，旅西中国人数量已经有
18万之众，这里有前几年移
民环境宽松，劳工签证和家
庭团聚申请签证比较容易的
原因，也有其他国家大量华
人二次移民的因素；二是华
人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飞速
发展。从2002年西班牙经济
进入繁荣时期，华人经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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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6日电 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意大
利米兰近郊猛扎市(MONZA)刚刚开业不久的一家华人按摩
院日前在接待一位73岁的意大利顾客时，服务生为老人
提供了常规推拿按摩服务，却不料按摩结束后老人突感
身体不适晕倒在地，后送往医院抢救，终因老人年事已
高抢救无效辞世。
据死者的家属介绍，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间对按
摩产生了一种好奇感，便于辞世的当天下午独自前往这
家华人开的按摩院前去按摩，结果在按摩院走完了他人
生的最后时刻。得到医院通知老人住院的消息后，才知
道发生了什么。
按摩院的女服务生说，按摩时老人的身体一切正
常。按摩结束后老人穿衣服，可能是趴的时间太久，突
然站立老人感觉不是便倒在了地上。慌忙中我们叫来了
救护车将老人送进了医院，后来才听说老人辞世的消
息。
事件发生后当地媒体报道说，这家按摩院曾是一家
美容院，现在美容院的广告牌仍然矗立在道路旁。这家
刚刚开业的华人按摩院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广告牌，悲剧
就发生了。目前，警方已就此事件展开调查，老人的真
正死因尚有待医疗部门鉴定。(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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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意大利《欧洲华人报》编译报
道，普拉托市政警察收到举报说在via Zucca一栋公寓的
一家住户在阳台上晾晒酱油鸡，警方立刻赶往现场进行
检查。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套公寓出租给一名37岁的中
国籍女性，她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公寓的天台上晒了一
排的酱油鸡等待自然风干。这种食物处理方法便于更好
的储存食物，但在卫生方面却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些食
物会发出刺鼻的气味，也会招引昆虫。
这名居住在此的中国女士收到警告，要马上移走阳
台上等待风干的酱油鸡，她也因违反市政府的卫生条款
被罚款。(光荣)
借助其势头迅速膨胀，以外
贸批发为代表的等华人经
济形式如雨后春笋大量涌
现，所有这些，均带动华人
相关产业发展，让NICOLAS
SANCHEZ街受益；三是USERA
特殊地理位置作用。由于该
地区靠近FUENLABRADA仓库
区和马德里ATOCHA火车站及
汽车南站，造成在该地区生
活、居住、做工、做生意、
购物的便捷，四是该区分非
高级区，房价地租比较便
宜，最适合创业的中国人。
USERA唐人街迅速发展
的人为因素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傻
子过日子看邻居。NICOLAS
SANCHEZ这个唐人街的迅速
发展壮大，与中国人这种盲
目跟风心理息息相关。当
然，其中不乏有看中这块风
水宝地未来发展趋势，来此
积蓄力量，拟在未来唐人街
在西班牙闻名遐迩的时候，
再索求回报的中国人。地处
NICOLAS SANCHEZ街的搏深
房产公司经理林亦吟女士就
是其中的一个。
2010年，正值西班牙
遭遇经济危机房产市场处
于低迷时期。适时出击的
搏深房产公司很快在西班牙
当地房产市场占据重要市场
份额，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在市场站稳脚跟
的基础上，搏深房产公司考
虑将业务向华人社会纵深发
展，在FUENLABRADA仓库区
设立办公室基础上，拟在马
德里华人比较集中的市中心
三个个区分再选择一处开一
家分公司。经过反复权衡利
弊，林女士最终决定选择在
NICOLAS SANCHEZ街安营扎
寨。采访中林女士说，你别
看眼下这条街不起眼不出

名，再过几年时间你看看，
这里就是未来西班牙的唐人
街。在这里开店，每天川流
不息的中国人就是你的活广
告，时间一长，市场市场影
响力很大。
为将来在这个西班牙唐
人街永久占有一席之地。
林女士一个星期最少要来
三次USERA转悠。终于有一
天，NICOLAS SANCHEZ街一
个老外70多平方米的店面转
让，广告刚贴出来，林女士
就迅速与房东取得联系，当
时缴下定金，只一天时间就
签署买房合同。经过一番精
心设计，林女士的博深房产
公司以一种其他华人房产公
司所没有的风貌开张营业。
三年时间过去了，每个走过
NICOLAS SANCHEZ街的中国
人都会发现这个华人房产公
司的招牌，而此时，故去的
老街已经在逐渐改变着原来
模样，老外一家家搬走，中
国人一家家迁徙进来，只要
是空出来的店面，马上就会
由华人商家入住。早年的
NICOLAS SANCHEZ街已经是
旧貌变新颜。
地处该老街的东方旅行
社也不例外。在买下面积在
100平方米的店面后，东方
旅行社成为这条街道上的首
家华人旅行社，生意日渐红
火。而在2009年开张的祥和
旅馆老板也是同样想法，买
下一套房子开旅馆，既解决
了生计问题，又是一桩生
意，可谓坐在家里赚钱。而
一家华人事务所老板干脆买
下一栋楼的房子，劝做未来
投资。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怀
着同样的想法来到NICOLAS
SANCHEZ街淘金，于是这条
街人气越来越旺，唐人街的
呼声也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