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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研究现状与展望
———兼评温州华人华侨之创业

赵琴琴，吴 青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引言
由于华人华侨创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多阶段过

程，这个过程受到华人华侨个体特征、国内外环境、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必要将华
人华侨创业的研究按照不同的阶段进行划分。本文
通过华人华侨从祖籍国到定居国的海外一次创业和
从定居国到祖籍国的回流二次创业两个阶段，将华
人华侨创业研究分为华人华侨海外创业研究和海外
移民回流创业研究。本文所述的华人华侨回流二次
创业的动态过程如图 1 所示。

二、温州华人华侨海外创业
现有的针对温州华人华侨海外创业的研究是多

方面的。温州地区的大多华人华侨来自落后贫苦的
农村，徐华炳 [1]曾指出独特的温州区域文化特质下的
海外华人华侨特点，如不认天命，自谋生路，冒险出
国，爱商重商，精于生意，争当老板，尊家庭家族崇
祖，爱抱团但又倔强自负等诸多特点。毛华配等 [2]对
温籍海外华商与温籍本土商人的风险认知因素进行
了比较分析，认为海外华商风险认知比本土华商更
易受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温州华人华
侨普遍较少接受学校教育并且文化知识层次低。周
欢怀等 [3]等研究了温州移民作为非精英群体却能在
海外创业成功的原因。他们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海
外产业集群对华人华侨创业成功的原因，具体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产业链上价值活动的细密分
工降低创业入门门槛；产业集群的区位特征带来竞

争优势；社会关系网络提供重要资源；“中国制造”的
复制提供成本竞争力。也有学者针对温州海外移民
探讨他们创业的演化过程。张一力等[4]通过到意大利
普拉托等海外温商集聚城市的实地调研，总结了海外
移民持续创业演化路径的变化，并分析了海外温商持
续创业的原因在于移民群体内部的社会网络嵌入以
及移民群体与移居国区域文化的互动融合，使得这个
移民群体双元创新能力得以提高。温州外资的来源
主要是温籍华人华侨，张启明 [5]分析了温州在引进外
资过程中所遇到的吸引和利用外资障碍因素。

海外群体的创业模式也吸引着一些国内学者的
关注。林小华等 [6]探讨了海外其他华商群体的创业模
式，根据移民在侨居国和原籍国融入程度的差异，针
对在外移民群体的自主创业活动和所面临的机会进
行分析，探讨了移民自主创业行为的四种创业模式，
并且海外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可能表现为这几种创业
模式的过渡或跃迁。李邦海[7]分析国际移民创业的两
种主要模式，包括互动模式和混合嵌入模式。互动模
式强调特殊的机遇结构和群体特征，每一移民群体都
有特殊的战略，两者之间互动共同影响移民创业。混
合嵌入模式是在认同文化理论和互动模式的基础上，
强调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将影响移民的
创业机会。

张一力 [8]则基于 32 个海外温商的创业案例，将
海外温商创业模式分为十种创业模式，分别是生存型
和机会型创业、一次创业和二次创业、内联式创业和
海外独立创业、个体创业和合作创业、挤入型创业和
开创型创业。
三、温州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
华人华侨属于国际移民的一部分，移民回流创业

也是再创业的体现过程，故本文通过对国际移民回流
创业的梳理来侧面反映华人华侨的二次创业。通俗
地讲，回流是指国际移民从定居国返回祖籍国进行定

摘要：本文基于温州华人华侨创业理论回顾与评析，对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研究现状进
行回顾和展望。华人华侨创业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本文通过华人华侨从祖籍国到定居国的
海外一次创业和从定居国到祖籍国的回流二次创业两个阶段，对温州华人华侨理论、海外温商
创业模式、温州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分析。最后，对未来研究的可
能趋势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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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动态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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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和工作。国际移民回流移民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
下三部分展开。

1、国际移民回流特质与创业理论回顾
国外许多学者分别从国际回流移民类型、移民回

流动机、回流创业意愿等多个方面对国际移民回流进
行了研究。D e B ree等[9]通过对回流移民案例分析，根
据移民的性别、年龄和回归动机，归纳了六种类型的
回归移民，并分析了每种回归移民的特征，分别为：因
接受国社会经济问题而回流；因享受退休生活而回
归；拟投资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而回归；因为他
（她）们的配偶而决定回归；因他们的父亲决定而回来
的二代；为归国结婚而回来的第二代女性。D ustm ann[10]

利用英国移民数据分析了移民回流的三个动机：东道
国与母国之间商品价格的相对差异；收入高于成本；
在国外积累人力资本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移民在国
内的收入潜力。A gyem an 等 [11]通过对加纳回流移民投
资创业的案例，探讨回流意愿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表
明移民在加纳定居的意愿是他们在那里投资的强烈
动机，并具体分析了移民回流主要投资活动首先是住
宅建设，其次是开办企业。

但是，国内并没有对华人华侨回流进行深入和细
化的研究。陈翊等[12]考察了海外移民创业从单栖创业
到跨国两栖创业的创业动态演化过程，认为两栖创业
的动机来自于三方面：中国吸引力的形势变迁、创业
形式和市场环境的契合、定居国和祖籍国创业网络的
两端整合。

2、国际移民回流创业的影响因素回顾
国际移民回流创业是各因素综合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影响因素主要从整体视角和个体视角两大方面
进行研究。在当前关于国际移民回流创业影响因素的
研究中，从整体视角研究出发，国外学者 C habé-Ferret
等 [13]基于法国的移民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法研究移民
回流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货币、人力资本、政治、
家庭、投资渠道等。A rif等 [14]利用巴基斯坦移民数据，
采用实证分析法认为回流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
龄、经历、预期收入、政府政策等，提出政府应提供基
础服务，包括项目导向培训课程和贷款计划，帮助回
流人员进行创业。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移民的回流，
他们是就业抑或是创业都是受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决定的。

在国际移民回流创业的模式探索研究中，国内方
面，华人华侨回流创业的研究有学者已初步展开研
究，吴瑞君等 [15]基于上海高科技园区 4 家华人华侨企
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华人华侨回流后大陆的创
业模式，总结出影响华人华侨创业模式的因素有物质
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

M ccorm ick 等[16]利用埃及的移民数据，基于个体视
角认为影响回流创业的个人因素，主要有个人海外储
蓄多少、个人特征差异、个人海外工作经历长短等。
Lianos等 [17]则利用多国移民数据，认为影响回流创业

的主要因素有外出时间、储蓄、技能水平、迁移时间、
性别、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B lack 等[18]利用 300 名返
回西非发展中国家的归国移民数据，将企业家精神联
系变量划分为系列个人特征、停留时间和返回原因，以
及在国外获得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海外工作经验、
国外积累的储蓄、归国原因以及出国访问的频率等，
实证分析了国际移民创业活动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
关系。这些学者是从个人特质角度来研究，认为个人
因素中的变量是国际移民回流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3、国际移民回流创业与经济关系研究
国际移民回流创业会对当地经济产生有益的贡

献，包括资源和技能的回流、就业机会与税收的提升等。
在资源和技能的回流方面，H am douch 等 [19]利用摩

洛哥回流移民的数据探讨了返回移民的创业活动和
生产性项目投资的模式，表明回流移民可以通过投资
和创业调动移民的储蓄和技能，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W hite[20]利用波兰回流移民数据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回流的移民大多数不会永久居住祖籍国，也不在祖籍
国投资创业，这和祖籍国地区不平等、工作和创业不
安全以及社会信任度低等因素有关，而留在波兰的决
定通常只与家庭有关。这和中国移民回流投资创业的
积极性有很大不同，如果能够利用适当的财政激励措
施鼓励移民回流投资创业，移民可以通过他们的投资
在本国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源和技能
的回流不仅增强了祖籍国和定居国的竞争力，同时也
增强了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创新力。

在就业机会与税收的提升方面，李其荣 [21]指出国
际移民回流给流入国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刺激了投
资，扩大了企业规模，促进了工业的持续发展。而
M assey 等 [22] 提出国际移民根据在流入国创造的经济
效益向流入国缴纳一定的税款，这部分税款往往是自
身从流入国得到的福利。同样，国际移民回流创业者
在创业成功后为流入国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需要
根据得到的经济效益缴纳税款，进一步促进流入国经
济的发展。
四、研究述评和未来研究展望
从上述的关于温州华人华侨创业理论研究现状的

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华人华侨海外创业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较丰厚的成果，学者们在华人华侨海外创业研
究上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而与华人华侨海外创业研
究相比，目前关于华人华侨回流创业方面的研究则并
不是很深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移民群体跨
国流动频繁，华人华侨回流创业现象不断涌现。华人
华侨的二次创业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现象，规模在不断
扩大，创业模式也呈现复杂和多样化。因此，有必要对现
有研究进行梳理评述，并对华人华侨未来研究进行展
望，以便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相关研究对华人华侨群体的创业阶段性和
时间性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如果只是简单选择从某
个角度或单个层面的变量出发，那么创业研究是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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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具有系统性的，华人华侨从国内到国外进行一
次创业，再基于双重网络下，从国外到国内进行二次
创业，表现出不同的时间跨度和创业时点。后续研究
有必要将个体或组织置于一定的环境下，基于时间
维度考察同一创业群体在不同创业时间点上的创业
活动。

第二，相关的研究内容还存在不足。在研究内容
上，首先，关于温州华人华侨的海外创业研究是多方
面多角度的，主要从海外温州华人华侨特点和创业
演化过程以及在海外创业成功的原因进行介绍与分
析。然而，现有华人华侨回流创业的研究较少，且创
业主体的不同，会表现出创业活动的差异。后续可加
强回流华人华侨与其他回流群体的创业比较研究以
及不同的创业模式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程度。其次，国
外国际移民回流创业的研究不管从整体视角还是个
体视角大多从单一的社会学角度去分析，很少用创
业理论或跨学科理论去解释国际回流移民创业现
象，也很少将国际回流移民创业意愿和环境约束与
创业网络相结合。比如，这些国际移民回流创业产生
的结果、创业网络的形成过程、随着时间发展发生的
变化以及演化趋势等。

第三，相关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更多的创新。
首先，温商在海外一次创业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应
引入当前创业研究中一次创业理论和方法，同时加
强二次创业内容的研究，在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
研究中进行运用、检验并修正现有移民创业理论，形
成适应于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的理论和方法。其
次，在研究思路上，根据现有温州华人华侨海外创业
研究内容，将不同群体创业者进行比较，比如海归企
业家等，找出他们回流创业的影响因素和创业活动
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创业活动的差异表现不仅是
创业主体的不同，也受不同地区间各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温州与青田，不同地方政府对华人华侨回流创业
的扶持政策不一样，他们表现出来的创业活动和创
业结果也是有区别的。后续可根据创业主体不同、地区
不同，比较研究华人华侨与其他创业主体的创业差异。

参考文献
[1 ] 徐华炳：区域文化与温州海外移民 [J] .华人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2012（2）.
[2 ] 毛华配、徐华炳：影响海外华商投资风险认知的因素
分析———以温州籍华商样本为例[J] .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2013（2）.
[3] 周欢怀、朱沛：为何非精英群体能在海外成功创业？———
基于对佛罗伦萨温商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4（2）.
[4 ] 张一力、张敏：海外移民创业如何持续———来自意大
利温州移民的案例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5，30（4）.
[5 ] 张启明：温州引进外资的障碍因素分析[J] .温州大学
学报，2004（2）.

[6 ] 林小华、李佳明：加拿大中国移民创业模式新探[J] .华
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4）.
[7 ] 李邦海：国际移民创业理论和模式综述 [J] .荆楚学刊，
2016，17（3）.
[8] 张一力：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 32个样本
的观察[J] .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3）.
[9] de Bree J，Davids T，de Hein H.Post-return experiences
and transnational belonging of return migrants：a Dutch—
Moroccan case study[J].Global Networks，2010，10（4）.
[10] Dustmann C，Weiss Y. Return Migration：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 [J] .British Journal of In-
dustrial Relations，2010，45（2）.
[11 ] Agyeman E A，Fernández M .Connecting Return In-
tentions and Home Investment：the Case of Ghanaian Mi-
grants in South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
tion and Integration，2016，17（3）.
[12 ] 陈翊、吴海蓉：从立足到发展：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
动态化实践———以法意温州移民为例[J] .华人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2017（3）.
[13] Chabé-Ferret B，Machado J，Wahba J.Remigration in-
tentions and migrants' behavior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8，68.
[14] Arif G M，Irfan M.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Pakistani migrants returned from the Mid-
dle East[J].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1997，36（1）.
[15 ] 吴瑞君、尹雯雯：华人华侨华人创业的模式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 .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2010（1）.
[16] Mccormick B，Wahba J.Overseas Work Experience，
Savings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st Return Migrants to
LDCs[J].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48（2）.
[17 ] Lianos T，Pseiridis A .On the occupational choices of
return migrants [J] .Entrepreneurship&Regional Development，
2009，21（2）.
[18 ] Black R，and Castaldo A .Return Migr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in Ghana andC觝te D’Ivoire：the Role of
Capital Transfers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
ciale Geografie，2009，100（1）.
[19 ] Hamdouch B，Wahba J .Return migr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in Morocco [J]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2015，7（2）.
[20 ] White A .Polish Return and Double Return Migration
[J] .Europe-Asia Studies，2014，66（1）.
[21] 李其荣：国际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影响[J].社
会科学，2007（9）.
[22] Massey D S，Arango J，Hugo G，et al.Worlds in Mo-
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责任编辑：夏慧凌）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