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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马德里“华人黑帮洗钱大案”背后

在马德里移民局2012年7月的调
查中，华人持有老板居留证的人数占

一半以上，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华人社

区是旺盛的经济实体。在这个数字的

背后，还存在这样一个现实：西班牙

华人都在给自己人打工———公司都

是华人老板，员工也是华人，一个近

乎封闭的社区。

语言的沟壑

“我们四处寻找工作，看到中国

人开的餐馆就上前问询。但当时的西

班牙，只有寥寥数家中餐馆，用不了

多少工，我们全无办法。”西班牙中华

妇女联合会会长、神州大酒店总经理

王肖影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那时

候想打个电话回家，要先找一个能听

懂中文的老外，告诉他自己的联系电

话和国内一家单位的电话（当时个人

装电话的几乎没有），请他打电话和

电话局约好时间，等拨通后再联系我

们。常常，为了和家里通一个电话，要

傻傻地在电话机旁等上一小时。

中国移民对所在国语言传统接

受得比较迟钝。一项针对267名中国
移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7%的人
能读写西班牙语，而且，即使取得了

西班牙永久居民身份，他们仍固守着

把孩子“送回祖国”接受教育的理念。

“我每天早上上班，一直要忙到

晚上，回到家就很累了，根本没精力

再出去玩。”西班牙华人联谊会会长

阮松龄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日子很单

调，偶尔出去玩，也是和身边的亲戚

一起。

一位接受《中国企业报》采访的

华侨表示，大部分的中国企业以及其

他雇主，都喜欢雇佣中国人，表面上

看起来是方便管理，其实弊端多多。

90%的华商生活范围就是市场，相互
扎堆地生活在一起，很少与当地人接

触，每天除了市场还是市场，但是与

当地的对接不够深入，导致的最直接

结果就是华商对整个西班牙知之甚

少，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

《欧华报》曾接到过一位华人读

者的投诉电话，他和几位朋友到西班

牙北部的一个海边城市旅游，中午到

附近一家日本餐馆就餐。刚进门，一

个穿和服的小姐表示，不欢迎中国

人，请到别处用餐，于是发生争吵。中

国人从事的其它行业，如一些百元

店、服装店、鞋店等，同样也会发生

“拒国人于门外”的情况。

炫富的后果

“因为经营中为了追求利益更大

化，很多华人行走法律空隙，但是华

商被抓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按照中国

人的逻辑给钱了事，即使自己占理也

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不

进行声张。”一位旅居西班牙的政府

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报》表示，这不

但滋长了当地执法部门贪污腐化的

气势，也给中国人画上了标识性的符

号———“有钱、好欺负、不反抗”。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青田县
估计共有在外华侨22.2万人。其中，留
学人员为33人，本科16人，硕士8人，
博士9人。 （下转第十版）

华商群落：
一个近乎封闭的社区

“全民出国”的青田模式

10月底，西班牙官方在向当地媒
体提及中国浙江商人高平时，不再称

其为“黑帮头目”，也不再称他的手下

为“黑帮组织”，而代之以“有组织犯

罪”。

此前，西班牙警方在10月16日突
击查抄高平经营的马德里国贸城时，

正是以涉嫌“黑帮组织”、“黑帮头目”

等罪名逮捕了高平等近百名华商，并

从国贸城的保险柜里抄走了600万欧
元。当地媒体据此爆炒“华人黑帮洗

钱大案”，令西班牙华商处境艰难。

高平出生的浙江青田，是个群山

环抱的小县城，素有“九山半水半分

田”之称。除了石头，没其他支柱产

业。全县47万人，23万华侨散居在5大
洲120多个国家，带回来的钱导致当
地消费畸形———县城的房价被节节

推高，达到两三万元每平方米。“应该

算是中国房价最高的县城了。”当地

一位政府官员这样说。

巨额现金交易
触犯西班牙法律

高平本名项洛平，是土生土长的

青田县东源镇项村人。

其父项春雄，早年是项村的村

长，兼任村会计和村小学的校长，在

村里威望颇高，其母赖秀丽则是个普

通农民。

1989年的一天，高平跟着姑父姑
母离开青田，奔赴西班牙，成为青田

第三波移民潮中的一员。

20年后，高平亲手打造的西班牙
商贸集团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百货批

发中心。

两年前，他想把自己的商贸帝国

推向英国的股票市场，梦想尚未完

成，高平“出事”。

目前还不清楚高平等人被指控

涉嫌洗钱罪的具体缘由。但马德里华

商圈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可能和私藏

大量现金有关。

在高平家中，搜索犬甚至搜出了

埋在地下的保险箱。

“西班牙法律规定，在西班牙境

内，每人身上最多可携带10万欧元现
金，从西班牙出境最多可携带1万欧
元现金，超过就要申报。”马德里华人

律师季奕鸿介绍说。

而高平在西班牙有500多家连锁
超市，它们会在周日到国贸城进货，

以这些超市每家每天1万欧元交易额
计，500多家一天就是500万欧元。高
平为此在家中备有600万欧元现金，
以华人传统来看，实属正常。但这一

额度的现金交易已触犯西班牙的货

币管制条例。

真正让高平打入西班牙主流社

会，是他在2004年6月25日当选西班牙
华人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西华联）

第二届主席团执行主席。西华联是以

富恩拉夫拉达工业区的华商为主体

成立的西班牙第一个华人企业社团，

成立之初有180多家会员。
2000年，以高平等7位新生代旅

西华侨为核心，一批志趣相投的华商

被召集起来，并根据各人的经济实力

入股，联合组建了马德里国贸城。

在高平的带领下，国贸城从单一

的皮件和服装批发拓展到百货商品

批发，从零售店、批发店发展到贸易

集团和配货中心，突破了海外青田人

传统的经营模式，并与众多华商团体

之外的其他族群商业团体、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高平被西班牙媒体誉为

“股东大王”、“创造老板”。2007年作为
华商代表随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

世访华，让他风光十足。2008年，高平
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

他也频频以各种大手笔举措主动

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2007年和2008
年，他成为西班牙马德里市FUEN原
LABRADA足球俱乐部的首席赞助商，
被当地主流媒体大加报道。

华商遭诋毁的原因

天堂与地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随着华商群体的兴旺，诋毁之声亦如

影随形。

公开出版的报纸《El delta Noti原
cias》一度刊文说，中国人不知疲倦，
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肥了中

国，瘦了西班牙”。一个关于神秘中国

人的段子是：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

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

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

怀疑中国人是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美国马里兰大学调查显示，47%
的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印象是负面的。

对中国的否定更多是出于经济的原

因，西班牙人对来自中国进口的货物

存在着恐惧。

有分析认为，近年来，欧美经济

衰退，大量华人失业。他们为偷渡欠

下了巨额债务，恶劣的务工环境让他

们觉得前途无望，滋生出犯罪行为。

这就是西班牙主流社会对华人一贯

印象差的原因。而西班牙人懒散，不

爱工作，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只能通

过极其有限的渠道了解华人社会和

新闻。信息传播的失真和个别媒体的

故意夸大，造成了此次“华人黑社会”

的概念。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徐松华介绍说，中国人在西班牙人数

是在西移民人数第7位，但是中国老板
人数却为第一位，目前达到27000人，
但部分华商自身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造假、售假。2009年缴获的
假烟1390万盒，比2008年增加96%，其
中来自中国84%。

二是非法经营、雇佣黑工。仅

2008年巴塞罗那出动人力调查47余
家成衣厂，大部分无合法证件，很多

工人无身份。

三是偷税漏税。中国进口集装箱

有相当比例是灰色清关，被抽查之

后，往往是物品和发票不对。另外现

金夹带过关严重，每年屡屡发生，多

则被查获近百万欧元，少则3万、5万
欧元。

四是违规营业、恶性竞争。有的华

商不按正常营业时间，不按规定卖物

卖酒，有随意放低价格的现象。

因此，针对华商检查、罚款屡屡

发生，于是对中国进口集装箱检查严

了。由过去开箱检查3%—5%猛增到
现在的60%，并且税金加倍，同时华商
企业查黑工、查保险、查卫生、查执照

等加重了，罚款数额加重。另外海关

对中国旅客随身携带现金滞留时间

超出居留规定的，取消居留权。现金

一时说不清楚的，严查并查账罚款。

10月23日，中国驻西使馆董玉忠
参赞在通报会上说：“中方注意到一

些西媒体渲染炒作此事，以偏概全，

有将此事扩大化之嫌，若这种不良氛

围继续下去，将影响到中国在西侨胞

的形象和生计，也将影响到中国公民

到西投资和开展商贸活动的热情和

积极性。”

他说，西官方均表示，此行动是针

对有组织犯罪团伙，并非针对中国人，

在抓捕人员中也有西班牙人和第三国

人违法犯罪行为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存

在，西方不会将违法犯罪者的范围扩大

化，也不会将中国侨民妖魔化。

10月24日，《侨声报》社论称，华商
应该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规范经营，

即使被查也是经得起查，而不总是违

法与抱以侥幸心理，仅靠谋求规避政

府稽查的方法来防止被罚，那是很可

悲的事。事实上，有关华人社会犯罪的

指责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

“西班牙高度法治化，人相互之

间的信任度很高，一些华商受国内不

良习气影响，喜欢耍小聪明，钻法律

空子，滥用别人的信任，直接败坏了

自己的形象。”一位华商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

在西班牙警方近期发动的代号为“帝王行动”的大扫荡中，中国浙江商人、浙江省政协

委员高平被查处，“涉案”600万欧元，旅居西班牙的 10余万华商被卷入舆论漩涡。在这个
群体中，浙江青田人占到半数以上。为“寻梦”，他们远走他乡，与财富不断增长相生相随

的是外界的诸多非议。

坐飞机抵达西班牙的那天，王肖影清楚记得那是1985年5
月11日，当年21岁的王肖影是青田县章旦乡横山村一个农家
女孩，如今她已经是西班牙中华妇女联合会会长、神州大酒店

总经理。

“血管中流的不是鲜血而是汽油”

“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工作又难找，孤独、寂寞就像梦魇

一样缠绕着我。”刚到西班牙的时候，王肖影在青田人张老板

开的餐馆“杏林饭店”里白吃了一个多月，晚上，就挤在老板家

里睡觉。

1987年9月，王肖影在青田老乡的帮助下，在瓦伦西亚郊
区开张了第一家酒店，“为节省支出，我尽量减少员工，宁可自

己顶上去干活。那时的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作量相当于

一般员工的三倍，可以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全用在工

作上，每天晚上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王肖影告诉记者，有些外

地人戏称，青田人血管里流的简直不是鲜血而是汽油。

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第25届奥运会，经过认真筹划准
备，王肖影第三次开张了自己的酒店———神州大酒店，虽然几

经波折，但因为稳扎稳打，一步步把餐厅做好。2010年王肖影
又开了一家时尚流行又很有规模的“WOK”（类似于快餐排
档），是当时巴塞罗那生意最好的中国餐馆之一，赢得了当地

老外和旅欧华人的普遍青睐与好评。到了2011年，她出手转让
了时尚“WOK”，卖了一个好价钱。

尽管华人只占西班牙470万外国移民的3%，但他们开设
企业、工厂或者商店的人数却占到外国移民中总数的16%。

在青田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美德：凡是新来的人，创

业初期基本都能得到“前辈”的慷慨相助，从资金到经验再到

人员。万一新来的人创业失败，血本无归，提供资金的“前辈”

也绝不上门要债。另外，青田人开百元店也比外地人容易赊到

账。一家新开的百元店，只要你是青田人，只要你在青田的圈

子里没有不良的记录，在亲戚朋友的担保下，你可以在仓库批

发区赊到几千甚至几万欧元的货款，称之为“青田精神”或“青

田模式”。

为什么是青田？

青田在历史上是一个贫困地区，全县总面积 2493 平方公
里，而耕地面积只占 5% ，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由于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难以生存，青田人自古就有出国的传统。

据《华侨经济年鉴》记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者

最早为湖北天门人及浙江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

田石。”

公开资料显示，辛亥革命前夕，该县出国华侨已有三四千

人。一次世界大战后期，2000青田人赴欧参加战地服务，壮大
了华侨队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内社会矛盾尖锐，人
民更难聊生，约2万人次的青田人出国到欧洲，占欧洲华侨总
人数的50%以上。新时期，青田人出国更形成高潮，人数超过
20万。2006年侨情调查显示，全县华侨华人共有146825人，分
布在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欧洲集中了141014人，占总数
96%。
“青田人是随当地的石头走出国门的”，青田县侨办副主

任褚乐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由于石雕世界闻名，在国内

外多次获奖，早在清朝晚期，就有人将石带到俄罗斯、意大利

等国出售。青田隶属于丽水市，但距离温州市仅一个多小时车

程，解放初期青田曾是温州管辖地域，其思维与创业精神与温

州极为相似。

邹韬奋的《在法国的青田人》有这样的描述：“这班人（指

青田人）由中国出来，没有充足的盘川，都是拼着命出来的，到

了马赛，往往腰包就要空了，尽其所有，乘车到里昂车站……”

“他们生活的俭苦，实在是让欧洲人莫名其妙，认为是非人类

所能办得到的”；“这班青田人干着牛马的工作，过着犬马不如

的非人生活”。

西班牙华人联谊会会长阮松龄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

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阮松龄之前是青田县一位

教师，1974年6月，他毅然前往澳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从
葡萄牙前往西班牙。其间，他得到了早期华侨陈迪光的帮助，

开了餐厅，不断滚动发展。

西班牙的青田家族群

青田侨联秘书长周烽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早在上

世纪90年代，一些公司或商店往往有法定的劳务名额，业主本
人或委托“掮客”在中国物色人员，此类人员往往没有海外直

属侨亲，议妥价格，由店主或掮客代办一切入境手续，也有一

些是通过中国的劳务中介机构办妥手续出境，此之谓“私买公

走”。

其他地区的人员出国的都是些敢“吃螃蟹”的精英，而在

青田几乎是“全民出国”，它的出国人员已经遍布青田的镇、

乡、村、大队。阮松龄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他的姑妈、舅

舅、兄弟姐妹几代人的亲戚目前全部在西班牙，大约有300多
人，而青田的各大姓氏，在西班牙都有庞大的家族群。

青田人大量聚集到西班牙，这与西班牙曾经大好的经济

环境有关，再加上西班牙政府从1986年到2005年的6次大赦。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西班牙政府进行了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一次大赦，约10万中国人里包括大批青田人获得合
法居留身份。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

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目前有8万左右
青田人在西班牙。

华商代表向西班牙政府发起抗议

之一

之二

mailto:guozhiming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