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榮星又說：「公司不
但考慮自身發展，也希
望解決社會勞動就業問
題，同時更可能拉動紡
織、皮革、電力、服務
業等地方產業的發展，
務求有力地促進當地經
濟的繁榮和發展。」蔡榮
星更積極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近十年來熱心資
助貧困大學生完成學業
及參與社會捐贈活動。
蔡榮星的公司取得驕

人的成就、生產成品鞋數以百萬計，工人數以千計，基業逐
漸擴大、項目逐漸增多、威信在國內外不斷提高、而且以實
力博得信賴。
蔡榮星認為，在商場上能夠立足不是那麼易事，首先在文化上
充實知識、機智警覺、放眼世界、適應變化，還必須緊密聯繫
所有力量、群策群力、關心他人、凝聚向心力，事業才能有
成、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訪問完結前，蔡榮星一再強調：「最關緊要的是『誠信』

二字，待人以誠意，言出有信才能服眾。」

■蔡榮星在人民大會堂受到王光英
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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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儒家學說的香港啟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榮星，一貫

以儒家學說為立身之道，以「修身，齊家」古訓嚴格要求自己。1992

年，蔡榮星和妹妹蔡榮月在家鄉從事簡單的貿易，兄妹二

人憑 勤奮拚搏的精神開始創業，歷程艱辛。在「學然

後知不足」的認知下努力學習，進取拚搏，奮鬥取得

事業基礎後，更與美國沃爾瑪（Wal-Mart）公司協作，

成為沃爾瑪的鞋類產品供應商。蔡榮星深信取得成功之

道是：堅持公平公正、互惠互利、誠信經營。

■本報記者陳濤

打出「中國製造」的品牌，讓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
之地，讓世界了解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把企業引向國際大市

場，是營商二十年的年青企業家、香港啟星集團實業（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蔡榮星的經商理念。

蔡榮星到日本及韓國廠房買貨時，對方往往不相信老闆是如此年青；他常常記
父親的教誨：謙和誠實，不可浮誇，他認為自己選擇的路，就應該朝 目標去努力
實現，這就是蔡榮星受儒家學說影響所培養的堅強、耐苦、勤奮的精神。

幼承父訓 立志報國
原來兩兄妹從小就受到父親的諄諄教誨，蔡榮

星表示：「父親說過只有民族強盛了，中國人在
世界上才能揚眉吐氣；我父親年青時隨祖父闖蕩
東南亞，經商行醫飽嘗艱辛，親眼目睹同胞在海
外所受的凌辱，故此立志報效國
家，強國富民。他渴望子女們
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我們
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作為
港商在內地辦企業引向國際大市
場，走的就是報國之路。」
1992年，蔡榮星和妹妹一起創業，兩兄妹回到

家鄉從事簡單的貿易，憑 勤奮的打拚，兩人成
功建立了事業基礎，「從開廠初期重重困難，及最初
到江蘇福建做生意時的艱苦辛勞，都是印象深刻。
1993年我是首批港資企業之一前往投資，當時長三角
比較落後，但當地的鄉鎮企業比較發達，很少鼓勵外
資企業來投資。」

兄妹創業 誠信經營
被問到為甚麼當年不選擇在廣東投資，

蔡榮星表示：「因為當年有一間鄉鎮企業
倒閉，通過關係找上門來求助，我們到了
他們的廠房視察，認為即刻可以生產；到
現在，我最難忘的是公司接第一張訂單，
當年帶美國客戶來參觀廠房，被強烈質疑
廠房未正式投產，機器設備工人都不足，
如何能生產呢？於是，我和妹妹用一星期
時間，和工人一起趕工生產了25萬對鞋，
為公司賺取了極佳的口碑，也贏得美國客
戶的信用及稱讚。當年客戶更誇讚我們的
鞋比其他公司的貨更好！」
接 蔡榮星的生意越做越大，後來與美國沃爾瑪（Wal-Mart）公司協作，成為鞋類產品

供應商，負責製造及採購工作。「我們與全世界最知名的零售大王沃爾瑪做生意一點不容
易，難得我們很多年都做到很好的成績，
連續很多年銷售到沃爾瑪都是最佳的直接
供應商之一。」
談到如何管理，蔡榮星強調最重要是精

銳的團隊和制度，加上科學的管理，才可
發展業務，步向美好明天；「社會進步，
不可能用舊有制度執行管理，科學的管理
要順應潮流！」

崇尚儒家 公平競爭
五年前，蔡榮星到北京參加了紀念孔子

2555周年誕辰，並與北京、香港、新加坡
及台灣的大學教授一起討論孔子學說。幼承庭訓的蔡榮星，對儒家思想早已根深柢固，他
認為：「做生意不要太怕吃虧，我們用儒家思想指導去做一個商人，所以我參加國際儒家
學會，經常到北京與教授探討商人如何用儒家思想做生意，我覺得很值得探討。」
蔡榮星認為，應對商場上的競爭，必須有縝密的心思，進行詳盡的策劃，才能取得成

功。「因為商場上的競爭勾心鬥角、你爭我奪、不擇手段等不良現象不勝枚舉，如果粗心
大意誤投陷阱，將是無可挽救的，所以必須心細如髮、深思熟慮制訂可行的辦法，才能取
得成功，這是戰略戰術在商場競爭上的運用。」
「如果世界有公平的競爭，這個世界會更加進步，更加和諧，更加發展。」
「講求向心力是戰無不勝的道理。工人是生產的動力，發揮工人的力量是搞好生產的保

障，如何凝聚集體向心力？是科學的管理，要做到這一點不是那麼容易的，首先是和藹的
關心、親切的待人，使工人熱衷於在廠工作，為生產工作做出貢獻，事業的興旺由此可
見。正如三代人在我啟星集團的工廠工作，便是具體表現。」
「要以平易近人的態度傾聽群眾呼聲、努力改革提高生產力，經常接近群眾，使人人都能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情提出不同意見，及時克服解決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崇尚的是
『和諧企業』，團隊之間互相幫忙，一起解決困難，
甚至共渡時艱。有員工由我創辦公司到現在仍然
在工作，甚至他們的子女加入我們的隊伍。」

身先士卒 親力親為
蔡榮星在很多重大的決策上都要自己親力親

為，「我凡事也身先士卒去做，每次巡廠都是與
工人一起住宿舍，因為可以隨時開會及處理事
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蔡榮星認為，要使廠
裡形成生氣勃勃、努力生產的氣氛，就要與所有
人員「打成一片」，團結所有力量為生產而奮鬥。
蔡榮星通過深思熟慮、觀察市場，取得了認

識：「貿易必須有實業的支援，商業必須與工業
結合起來」，所以集團主要從事商業貿易和投資活動，是一
個集貿易、投資及生產經營為一體的綜合性公司，這樣才能
適應市場的需求。更要與各國廠商廣泛聯繫，隨時分析研究
各種新技術和市場資訊，並運用到生產和經營之中，保持企
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領先地位。

■蔡博士接受Wal-Mart年度最佳國際供應商
的獎牌

■蔡榮星
在公司決
策上集思
廣益，並
親 力 親
為。

■蔡博士獲得亞洲知識管理學會
院士時與妹妹合影

深思熟慮 平衡發展
做生意的競爭主要是三方面：價錢平貴、品質高低、貨期快

慢；企業在增加競爭力的同時，如何才做到平衡發展，又不影響
本身的營運，經常是蔡榮星思考的問題，蔡榮星認為：「各方面
的成本控制和整體策略最為重要，他舉例說明：做十個月的生
意，當然希望每個月都賺錢，但八個月賺錢，兩個月虧損或守
和，是否人人可以接受？」
蔡榮星強調成本控制要親力親為和三思而後行，最重要的是需

明白凡事都有一個過程。做生意兩個月的虧損，可能是為十個月
的獲利作準備，這段投資期需要如何想辦法減低成本精簡人手，
加入科技元素或增強自動化。
蔡榮星表示，每一次作出投資，都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

他說：「中國在近
十年發展真的很迅
速，我們最初要考
慮的是基礎設施和
『一條龍』配套，
例如福建本身在鞋
業方面就有『一條
龍』配套，運輸和
碼頭也很方便，所
以我們便在那裡投
資鞋廠。」■蔡榮星與谷牧合影。

熱心公益
回饋社會

■蔡博士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何魯麗接見

特 刊

香港啟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生肖屬牛
的蔡榮星有
耐苦勤奮

精神。

國際儒家學會理事

政協福建省莆田市第五屆委員會
委員（2007年2月）

莆田市第三屆海外聯誼會理事

莆田市涵江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名譽會長

莆田市進出口協會副會長
（2007年11月）

莆田市涵江區「榮譽市民」
（2007年12月）

莆田市涵江區赤港平安協會名譽
會長（2005年12月）

莆田赤港華僑慈善協會榮譽會長
（2008年3月）

常州市武進區「榮譽市長」
（2007年12月）

常州市總商會會董（2007年7月）

武進區青年企業家聯合會副會長

常州市武進區慈善總會理事
（2008年3月）

亞洲知識管理協會院士

蔡榮星個人名片

本 內容：世界傑出華人頒獎典禮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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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香港地產界和很多廣東省茂名鄉親都可能會認識梁平，他是
香港緯豐地產董事長和現任香港廣東省茂名市同鄉會會

長，八十年代憑收購深水 樓宇租售起家，九十年代投資地產而致富，近
年出任廣東茂名市政協常委，並在廣東等城市開發物業成為地產發展商人；梁平
事業成功，在香港支持公益事業，在內地扶貧救濟，亦為家鄉茂名捐錢出力，同
時他也不忘熱心社團工作，並帶頭以實際行動支持愛國愛港人士。

投靠親戚 艱辛歲月
香港緯豐地產董事長梁平的奮鬥故事是很

多香港人的寫照，憑藉準確眼光和好學勤
奮，配合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他的地產王
國。
「我1981年從茂名移居香港與母親團聚，

初期投靠香港親戚，在上環舅父的服裝店打
工，每天忙於在店內幹活，體驗在香港的艱
辛歲月。」那年梁平來港的願望就是要出人
頭地，經過兩年在港生活的適應期，他開始
找到事業發展的契機；1983年，梁平在閱讀
報章時發現有人以收購舊式唐樓，將單位間
隔成若干板間房租售賺錢，啟發他洞悉這是
一門十分有利可圖的生意大計。

收購舊樓 改裝租售
繼後梁平專心留意香港地產發展，其中還是集中深水 的樓宇為主，物業買賣令

他發揮技術專長，憑藉眼光及努力賺取了地產業的第一桶金。第一宗買賣的成功，
啟發了梁平利用物業置富的思維，繼後他在深水 積極買入物業租售投資。
「短短幾年，由於手上持有的物業越來越多，於是在同區開舖將生意擴展。除了

代理同區的單位外，更方便直接推銷自己的物業。」昇平地產是梁平第一間全資擁
有的地產公司，及後又創立現在的緯豐地產、收購黃金年華及嘉金有限公司。
對人誠懇親切，性格隨和的梁平在深水 以物業代理起家，二十多年來見證區內

的變遷，由當年創業時深水 區只得數間地產代理，發展至同行比比皆是的市況，
他是其中一個乘 香港經濟
起飛，憑努力打造自己生意
王國的成功例子，現已擁有
超過1000個物業作長線收租。

打穩根基自立門戶　
「不計其他地區，在深水
每一條街，也擁有我名下

的物業，特別是收購舊樓重
建，都是我們在香港的主要
項目發展。」九十年代，是香
港樓市最暢旺的大時代，在
深水 區內打穩根基後，十
多年來在全港各區大量收購
樓宇，在經濟好景的大氣候
下，順利將生意版圖擴大。
成功的原因是公司旗下的

物業不需要向銀行按揭，全資坐擁大量物業，比同行的資產充裕。「十年前的金融
風暴令很多買樓的人大受打擊，因為我們作風較保守，能上能落能攻能守，不會盲
目向前衝，買賣生意雖然是少了，但我們持有的都是自己的物業，以出租為主，生
意上受影響有限。另外，我們擁有物業超過1000個單位作長線收租，所以業績穩
定。」

經營房地產令梁平的生意
業績可觀，他亦是深水 地
產聯會創辦人。另外一點最
令梁平自豪的是：「由我一
手訓練的物業代理人員，很
多都成為行內的精英分子，
因為我很 重員工的培訓，
訓練他們有良好思考力、外
向、勤力、有責任感和強烈
上進心的專業態度以及良好
領導能力。所以，在1993年我
組織成立深水 地產商會
時，由於我們職員多，吸引
不少區內同行相繼加入。」

累積財富 進軍內地
投資物業地產除了為梁平賺大錢外，也使他有足夠的財力進軍內地房地產，早在

九十年代，緯豐地產已在廣東投資，分別於1993年興建茂名市茂南區開發試驗區大
型商業城、及興建「黃金豪庭」等多個樓盤。
梁平憑雄厚經濟實力投資內地為振興地方經濟作出貢獻；在香港、深圳、中山、

珠海、茂名等地經營房地產，經已建成了物業80萬平方米，現時繼續在廣東地區開
發150萬平方米別墅商住樓及興建超五星級酒店，公司現有儲備6000畝土地繼續開
發。
梁平現正興建位於

中山珠海交界的「名
爵觀園」溫泉別墅商
住區，「這個項目擁
有優越地理環境，精
心設計，周邊良好的
配套設施，成功吸引
大批於港澳和珠三角
置業的人士。」

參政議政
愛國愛港

■梁平（右一）和茂名市統戰部部長邱淑英（左
一）於開茂名市旅港同鄉總會06年度理監事大會
時合照。

■梁平董事長在茂
名市「黃金豪庭」剪

綵儀式上。

■梁平（左三）和廣東省茂名巿市委書記羅蔭

國、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和前茂名市政協主席李瑞

出席政協會議合照。

■梁平全家福

■梁平與太太共同為緯豐地產打拚

■梁平捐建的港胞路橋通車慶典儀式。

現為廣東茂名市政協常委的港商梁平，是香港緯豐地產董事

長，經營廣東及香港房地產生意。梁平還出任香港茂名市同

鄉會會長兼茂南區旅港同鄉會會長，他熱心公益事業，愛

國愛港愛鄉，多年來在內地及香港先後無償捐贈巨款，扶

貧濟困。梁平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的精神，受到高度

讚譽。 ■本報記者 陳濤

梁平出生於廣東茂名市，工商管理學系畢業；現任茂名市政協常
委、香港茂名市同鄉總會會長。梁平愛國愛港愛鄉，經濟實力雄
厚，積極熱心參加公益事業，在旅港鄉親中有崇高的威望，有鮮明
的政治立場，他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政策，堅持貫
徹實施基本法；他積極參與香港的選舉助選活動，「我非常重視香
港的選舉工作，每次選舉都會親自領導鄉親進行投票，以支持愛國
愛港人士，在往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中多次召開香港茂名市同鄉總
會，協助進行精心的選舉部署。」
另外，梁平現擔任茂名市政協常委，每次茂名市政協舉行會

議，都積極回鄉參加；他又熱心政協工作，積極履行參政議政職
責，為茂名市經濟發展出謀獻策，提出過許多具價值及份量的提
案，獲得茂名市政協的充分肯定，多次被選為優秀委員，最近梁
平被茂名政協香港工作組推薦為廣東省政協委員人選。

搭橋修路 造福桑梓
梁平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他知道鄉親要划船過河，遇到大風大

雨，河水湍急，渡船可能下沉經常造成人命傷亡事故。於是他毫不猶
疑，無償捐資巨款，建橋鋪路建好「港胞路橋」。該路橋寬闊通暢，
長2000米，是通往各城市交通主幹道路，也是村民出入必經之路。
「我一直關心社會，支持香港慈善機構及國內賑災，關心家鄉基

建，希望盡我所能，扶貧救濟，幫助有需要的人，回饋社會，我多
謝家人、茂名家鄉政府和各界人士對我的鼓勵和支持，亦呼籲年輕
人積極參與公益事業，不要只活在個人世界，要為國家社會利益而
奮鬥。」此外，梁平又在國內各地區建校、建醫院、建橋、修路、
救災等，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回饋社會，全心全意為祖國、為香港建
設作貢獻，獲得香港各界和內地群眾的高度評價。

茂名市政協常委

香港茂名市同鄉總會會長

香港茂名市茂南區同鄉會會長

茂名市僑聯名譽主席

廣東省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

香港緯豐地產董事長

中山華誠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茂名緯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

珠海市緯盛軟件有限公司董事長

珠海市銘原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黃金年華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嘉金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九龍深水 地產聯會創辦人

梁平個人名片

廣東茂名市政協常委

香港緯豐地產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