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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成功上市 虎年踏实做事

2010年02月14日 12:02 中广网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记法国欧华集团总裁黄学胜的新春愿望

新华社记者尚栩 

记者日前在大巴黎地区欧贝维利耶市的欧洲最大中国商品批发市场里见到黄学胜时，他

正在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时而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时而通过电话

使用已很熟练的法语同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很显然，尽管欧华集团刚刚登陆泛欧交易所令身

为集团总裁的黄学胜很兴奋，但他已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公司未来的发展。 

在这座全欧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市场里，有许多华商，但黄学胜可算是其中引人注目的

一位。保持中国国籍的黄学胜，2003年离开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来到欧贝维利耶，生意也从经

营进出口贸易和商品批发转为商业地产。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现如今，欧华集团在欧贝

维利耶已拥有上百家店铺、仓库等可向外出租，每年营业收入达到1500万欧元，集团固定资

产达到5000多万欧元。 

谈起即将过去的牛年，黄学胜还是充满了成就感。他说，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全

球范围内依然存在，但对于欧华集团的商业地产生意却是影响有限，“没有特别的压力”，最

多是有些店铺或仓库的租金延期支付一两个月，所以在资金上欧华集团不存在任何问题。与

此同时，金融危机反而为黄学胜带来了机遇，因为地产价格的大幅下跌使得他购买土地的成

本也相应减少，所以“危机变成了商机”。 

就这样，有了迅速前行的事业以及良好的前景，黄学胜作出了一个在法国乃至欧洲都称

得上“十分大胆”的决定，让欧华集团在泛欧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月2日上午，黄学胜同欧

交所欧洲市场总监马克·勒菲弗以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刘海星等共同敲响了象征开盘的

钟声，欧华集团在巴黎泛欧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当地登陆交易所创业板的首家华人

企业。 

对于公司上市，黄学胜显得既兴奋又平静。他说：“公司能够在牛年上市，牛气冲天，

确实赢了一个好彩头。”不过，黄学胜也认为，公司上市并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他说，几

年前，公司就具备了上市资格，现在只不过是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完

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与此同时，黄学胜也表示，希望欧华集团的上市能够给旅法新一代

华商树立一个榜样，他相信华人企业必能在欧洲闯出一片天地。 

谈起公司未来的发展，黄学胜更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怀。他说，在接下来的虎年里，

“我们就是要以老虎的精神去做事”。公司上市后，可以克服银行贷款、工程招标当中碰见的

诸多困难，其他投资者也可以有机会参与进来，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就更加不会感到什么特

别的压力，各方面情况都会比上一年更好一点，所以就更要抓住机会，寻求公司更快更好的

发展。 

黄学胜说，他已经为欧华集团在虎年的发展确定了两个主要项目，一个就是准备在巴黎

北郊再兴建一个建材装潢批发市场，为更多华商打入法国市场提供方便；另一个就是继续开

发公司在法国北部城市勒阿弗尔的商业地产项目，与法国企业开展更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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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欧华集团的经营宗旨都很简单，用黄学胜的话讲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做生

意”。他口中的最简单，指的是把成本算清后计算经营业绩，好做就做，不好做就撒手，他

就是依靠这种经营理念才创下了今天的天地。不过，在黄学胜心中也还存有另一种信念，那

就是，他始终相信事在人为。黄学胜说，要想成功，就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与勤劳，每天多花

一点心思，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他坦言，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公

司每天都可以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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