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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孫輝）日本河南同鄉會成

立慶典6月23日在東京中國文化中心舉行，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領事王樹凡、東京華僑總

會副會長林斯福、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總會

會長助理許革、東京中華街促進會理事長胡

逸飛、日本著名法餐大師坂井宏行、城西大

學教授張紀潯等嘉賓到會祝賀並致辭，各界

嘉賓和河南籍同鄉約130 人出席了成立慶

典。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親自為河南同鄉會

題寫了“暖鄉情，共發展”六個大字，河南

省外僑辦也發來賀信表示祝賀。

日本河南同鄉會會長陳建軍在致辭中

說：

我來日本較早，見到過、或親自參與過

不少華人團體成立，但因河南地處內陸，早

期出國人不多，所以日本一直沒有一個河南

人的核心團體。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

在日河南人逐漸增多，目前約有1.4萬河南人

活躍在日本各個領域。為使在日本的河南同

鄉有一個交流的平台，提升家鄉人的歸屬

感，以東京及其周邊地區為中心的河南籍人

士於今年年初商討籌備成立同鄉會，這一設

想得到了許多人的響應。承蒙各位會員的信

任和重托，推舉我擔任首任會長。其實在日

河南人中，不乏臥虎藏龍者，因此我深感責

任重大，任務艱巨。為了帶個好頭，築實同

鄉會這個平台，我與各副會長商議，策劃了

三個活動計劃，或者說是三把火，希望能照

亮在日同鄉、特別是年輕同鄉的未來之路。

第一把火是進學塾。來日本的同鄉們多

數都是從留學開始，從語言學校到大學再到

大學院，每次升學都是一個坎兒。無論是升

大學還是升大學院，都有正規而嚴格的入學

考試。所以說，能否順利升學也是左右留學

成功的關鍵。我們同鄉裡及今日來賓中就有

大學教授，他們對招生考試有豐富的經驗。

這個資源得天獨厚，要利用好，所以要先點

這把火。

第二把火是鵲橋會。漂泊在外的華人，

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總免不了要“糾結”一

番。華人想在日本成家並不容易，因為身邊

年齡相當的華人本來就不多。而且，為了在

異國他鄉站穩腳跟，華人或忙於學業、或打

拼事業。繁忙的工作使得很多年輕人的生活

圈更窄，無暇顧及終身大事。俗話說，“成

家立業”，這一步是人生必走的一步，也是

在日河南老鄉邁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所以

要點這把火。

第三把火是社長塾。中國有句古話，寧

為雞頭不當牛尾，可以說，出國闖盪的人大

多都志向高遠，想當老板，想幹出自己的一

份事業。我們同鄉會的前輩很多人是經營

者，也認識很多成功企業家，讓他們來講講

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好讓後輩少走彎路，起

到前輩幫後輩的作用。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

還特意為我們這個社長塾起名叫“中原塾”，

並親自提寫塾名，所以這把火也一定要點

好。

據了解，從今年年初計劃籌備日本河南

同鄉會開始，僅半年時間，已有三百余名在

日河南籍人士表示願意加入同鄉會。從這些

人群中窺斑見豹：在日河南人企業家人數正

在逐漸增加，業態多樣化，有的企業已初具

規模，有的已在河南老家開公司、建工廠；

在日本企業、華人企業、中資企業中，在各

行業領域中，都有河南人嶄露頭角。貿易、

通訊、媒體、不動產、IT等行業都可見河南

人活躍的身影；河南人梯隊呈現老中青互相

銜接的喜人景象，不同世代在一起，可互相

交流、取長補短──以上種種，為這次同鄉

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6月9日，籌備會通過了理事會成員名

單，並推舉三明物產株式會社社長陳建軍擔

任首屆日本河南同鄉會會長，推選株式會社

中原社長劉連城、太陽升集團董事長呂娟、

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千葉商科大學教授

趙軍、株式會社三通專務取締役張楠、株式

會社NC通商社長劉延軍擔任副會長。

據悉，為加強與故鄉的聯系，日本河南

同鄉會計劃於今年8月組團訪問河南省外僑

辦，這也是該同鄉會成立後的首次大型活

動。

（日本河南同鄉會網站http://www.

henan.jp/  QQ群：294613299）

本報訊 “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聯盟”

（簡稱“科盟”）6月15日在東京華僑會館

舉行了成立20周年紀念演講會和座談會。

科盟專程邀請來自國內的科盟成員與會，

介紹了回國創業情況，同時舉辦了三一重

工的人才招聘說明會。中國大使館公使銜

參讚李纓到會祝賀，對科盟的發展給予高

度評價。當天，共有80多名科盟成員和中

日各界人士出席了紀念活動。

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聯盟會長、日本

构造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楊克儉首先介

紹說，科盟成立於1993年，是在日本創建

最早的中國科學技術人員組織之一，目前

擁有會員1500多名。科盟成立20年來不斷

成長，已由一個在日科技人員的聯誼團體

發展成為在中日兩國都擁有影響力的人才

庫，在中國國內也建立了多處分會。楊克

儉表示，科盟的發展也伴隨著會員個人的

發展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許多科盟成員近

年來回國發展，成為國內各個領域裡的研

發帶頭人及中堅力量。

科盟前副會長、現三一重機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曹東輝6月15日到場，講述了自

己回國發展經驗談。他表示：有機會就能

創造奇跡，自己之所以要回中國工作，就

在於國內機會太多了。他認為，有決心、

想創業、有信心、有能力的在日中國科技

人員一定要回國創業。科盟前副會長、北

京大學醫學部中西醫結合學系主任韓晶巖

介紹了北京大學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各

種優厚待遇和條件，他自己建立了5個實

驗室，在國際醫學界取得前沿成就。他指

出，搞研究工作必須要多了解社會需要，

要有協同精神，還要具備專一和執著的品

質，同時要講究學風和道德。

當天，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駐東京聯

絡處代表王洪燕也應邀到場，介紹了中關

村“一區16園”的發展格局和概況。她代

表中關村歡迎在日科技人員回國創業。

本報訊 6月13日，來自日本、中國、

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並購組織成員、企業界人

士共300余人，在韓國首爾召開“亞洲並購

協會創立大會暨首屆亞洲並購博覽會”，共

同推動亞洲及國際並購市場的合作交流與發

展。

以前眾議員議員加籐學為團長、中出了

真為事務局長的日本並購協會代表團等專程

赴韓國參加此次盛會。

據悉，早在2010年11月，中韓日並購

組織已就共同發起成立亞洲並購協會簽署了

意向書。近年來，亞洲並購市場高潮迭起，

僅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業務5年裡已增加了5

倍，總投資金額由2008年的103億美元發展

到2012年的652億美元。最近，雙匯集團擬

斥資71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生豬及豬肉生

產 商 、 美 國 的 史 密 斯 菲 爾 德 食 品

（Smithfield）就是最新印證。最新報告數據

顯示，2008-2012年間，亞洲等新興市場投

資者共向成熟市場投資1610億美元，同期

成熟市場向新興市場投資量1510億美元，

新興市場對成熟市場已形成“投資順差”。

中國並購公會會長王巍和日本代表加籐

前議員在首爾指出：亞洲並購市場的成熟與

完善尚需時日，早在10年前，美國一年內

500億美元以上的並購交易就近15起，而目

前中國及亞洲海外並購交易的單項金額尚未

超過100億美元。亞洲並購協會正式成立並

運作正，順應了亞洲並購市場的發展潮流，

將亞洲並購業的精英和力量集聚起來，進一

步推動國際並購市場的完善與發展。在中

國，民營企業正成為海外並購重要力量。

2012年，中國民營跨境並購投資總額約255

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600%，目前國有企

業在交易金額上仍佔主導地位，但在交易數

量上中國民營企業將會引領海外並購市場。

亞洲並購協會將致力於加強會員組織間

本報訊（記者 申文）近年來，日本

民間出現了“轉賣屋”的新行業。有些人

低價購入大型電器量販店限時拋出的廉價

商品，然後通過網絡等渠道以原價，甚至

是溢價售出而獲利，這樣的個人被稱為

“買手”，集團被稱為“轉賣屋”。在這個

行業中，活躍著不少中國留學生，他們成

為“轉賣屋”的主力軍。

據介紹，活躍在日本的中國人“轉賣

屋”，大都以中小貿易商社和進出口雜貨

舖為主。這些“轉賣屋”通過中國語的論

壇和微信等途徑，招募在日留學生充當

“買手”，猶如課余打工。出現在論壇上

的招募啟事一般都使用含蓄隱語，以“小

護士”的名義招聘“買手”，就像是在醫

院裡打工。一般日收入7000-10000 日

元，限時兩、三小時的收入是3000-5000

日元。

“買手”在日本購入的低價商品，大

都經過網絡拍賣而轉賣到中國。其中象

ipad之類的蘋果商品和最新遊戲機等，特

別受到歡迎。此類商品在中國數量有限，

所以銷售火爆。

據介紹，任天堂和索尼的最新遊戲

機，有一段時間高出定價的3-5倍。這些

人氣商品在中國銷售時間晚於日本，希望

盡快入手的人願意出高價購買。所以每當

有新商品發賣，“轉賣屋”就會臨時雇傭

100人甚至更多的“小護士”，也就是“買

手”搶購電器店，以最快速度購入的商品

被裝進集裝箱而直接運往成田機場。

在組織化“轉賣”之余，個人轉賣的

案例也在增加。一位20多歲的女留學生

充滿自豪地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她說：“我每周去東京都內的大型家電量

販店三次，搶購限時限量版的低價商品，

然後上網銷售。在中國銷售的日本家電產

品，相同機種都要比日本貴兩、三成。按

照日本的定價再加上郵寄費用，中國人都

會覺得便宜。最近，日元匯率下跌，中國

方面的買家不斷增加。我做這個轉賣生

意，一年收入近800萬日元。”

集團或個人“轉賣”業，在納稅和進

出口手續方面是否存在漏洞，尚沒有明確

規定。在跨境網購和代銷日益興盛的今

天，華人“轉賣業”正在形成一股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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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出發，當日發券，立等可取

6〜12月連程票

廣 告 價 雖 然 不 是 最 低 ， 但 是 最 真 實 。

東京∼瀋  陽

東京∼長  春

東京∼延  吉

東京∼哈爾濱

東京∼昆  明

東京∼南  京

東京∼福  州

東京∼西  安

東京∼成  都

茨 城∼上 海  15,000〜
東 京∼大 連  19,000〜
東 京∼青 島  25,000〜
沖 繩∼北 京  25,000〜
廣 島∼大 連  33,000〜
靜 岡∼上 海  41,000〜
札 幌∼北 京  43,000〜

6月単程特價
新瀉∼哈爾濱  29,000〜
名古屋∼長春  40,000〜
福岡∼大  連  33,000〜
大阪∼瀋  陽  23,000〜

6月地方出発 6月特別推薦
東京∼北京 24,000〜
東京∼上海 24,000〜
東京∼香港 23,000〜
東京∼台北 15,000〜
(優惠代辦中國人赴台簽證)

★各國簽證、酒店 ★入管送返者機票
★中國來日探親票 ★日本國內機票

東京∼大連 21,000〜
東京∼青島 21,000〜
東京∼福州 29,000〜
東京∼韓國 8,000〜

東京∼北京 28,000〜
東京∼上海 27,000〜
東京∼大連 25,000〜

FAX：03-3501-5538

E-mail:info-mnc@mainichi-ryoko.com

営業所：〒 105-0004 東京都港区新橋 2-5-6 大村ビル 7F　振込先：みずほ銀行新橋支店   (普)2461380  名義：毎日旅行(株)

平日 9：30 〜 20：00   土 10：00 〜 15：00
080-3386-7571
080-3358-9048

中国語

韓国語☎ SoftBank
免 費03-3501-5528■ JR 新橋駅日比谷口より徒歩 2 分

■営団銀座線新橋駅 ・A6 出口より徒歩 3 分

★廣告價格不含諸稅。
★根据出發日期、航班不同價格有變化。

代行

★今年12月到明年3月的
中國線價格部分已經發表
★韓國線、臺灣線熱賣中

毎日
新聞

年末年初予約開始
早訂座位確保、價格便宜

■感謝惠顧 ■暨創業 16周年
※凡來店購票者，贈送一份小禮物

營業時間平日
延長至晚8點

招聘若幹名■營業擔
當■WEB設計擔當
優待經驗者，歡迎應屆
學生和轉職者。委細面
談，請寄個人簡歷。

的合作交流，為維護會員權益和增加收益開

展切實有效的服務。此次創立大會有多位韓

國、中國、日本部長級官員和原國會議員出

席。

在會上，中日韓經濟發展協會權順基執

行會長委托日本代表團盡早配合中韓各方、

共同從民間角度推動政府展開FTA交涉，

推動中日韓貿易、金融、服務等各行各業交

流，包括當前就可操作的保稅區外展示銷售

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