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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掌 故

她是最早“北上”的香港企业家，
中国刚宣布改革开放就踏回国门；她拿
下了中国合资企业的第一块牌照，成为
中国航空配餐业的“开路先锋”；她极
力促进中国跻身国际经贸网络，向美国
世界贸易中心争取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
遇，她就是中国的“001”小姐——全
国政协常委、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

誉董事长伍淑清。
1978 年 12 月 23 日，30 岁的伍淑清

第一次来到内地。当时，合资企业在中
国毫无先例可循，但硬是凭着一股闯
劲，伍淑清开创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我们当
时进来不是为了赚国家的钱，而是希望
创造民族品牌和高水平。”伍淑清认
为，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梦，但这个
梦一定要和国家民族命运有关。因此，
她所创办的各项合资企业在各方面都要
求甚高。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建立，也
适应了中国航空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更将我国航空食品配餐的质量提高到国

际水平，赚取了大量外汇。目前，该企
业总配餐面积达 74000 平方米，每日服
务航班 500架次左右，产品规模和技术
实力均在国内遥遥领先。

同时，为使中国跻身国际经贸网
络、加入全球最大的高端商务设施和服
务一体化网络平台——世界贸易中心协
会，时任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的伍淑
清极力争取，最终使中国各省市入会会
费由17.5万美元直降到2500美元。在她
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南京、广州、深
圳等 16 个省市先后成立分会，中国外
贸的国际经贸信息网也由此建立。

为了帮助香港青少年认识国家民族
历史文化，增进民族感情，1998 年初，

伍淑清成立了“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
育基金”，先后筹款达 4000多万元，组
织了一百多个交流团到全国各地参观，
总参与人次达 30 万。除此之外，伍淑
清还组织中央民族大学及附属高中的青
少年出访美国，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
世贸中心双塔进行演出。

在商业和公益方面的突出贡献令
伍淑清载誉不断。1978 年，伍淑清被
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8 年当
选为香港“十大拿破伦商业奇才”，
1990 年 斩 获 “ 香 港 青 年 工 业家奖”，
1999 年，伍淑清获颁香港银紫荆勋章，
美国《财富》杂志更将她评为香港成功
的女商业家。

目前国家正在努力加快调结构的步伐，能够经过这
一轮改革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应该都是符合改革要求，且
有耐心长期扎根做实业的企业。实现工业信息化和自动
化，是工业4.0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自身要持续生存下
去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到内需依然稳定增长，而且经过
这一轮更重质量的“供给侧改革”，未来的经济底子一定
会更加坚实。

——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

如今，创新已经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大动力，
华商应该顺势而为，在创新中找动力，在创新中谋发展。说
易行难，在创新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一点都不小，希望国
家能够给华商创新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能更多地帮助华
商企业研究未来市场的趋势和正确的创新方向，让我们做
好准备，众志成城，共同拥抱创新的时代。

——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
荣茂

广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沙地处
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是珠江流域通
向海洋的通道，连接珠江口岸城市群的枢纽，广州市唯一
的出海通道，距香港 38海里、澳门 41海里，具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条件。我建议广大华商朋友们抓住机遇，多来南沙
看看，尽早来南沙投资，共同促进南沙的发展。

——新加坡金鹰国际集团主席陈江和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心得
现在，国内的保税仓发展起来了，我们希望能通过合

作，在保税仓设立进口商品仓库，大大缩短跨境电商的货
物到家时间。非常希望与家乡合作，通过保税仓，把重庆的
机电产品、汽摩配产品及IT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国。

——全美最大华人物流公司飞洋物流总裁邓澍妤

在非经商要“与人为善”，先奉献，再管理，后赚钱。非
洲的发展水平较低，中国一些成熟的设备和技术，如农用
机械、种植技术，在那里就会有很大的市场。他们需要技
术，我们需要外汇，公平交易，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的结果。

——尼日利亚金门集团董事长胡介国

一个生意你看好了，即使有风险，也要大胆去干，除非
有更好的机会去把握。但事实上，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如
果你总是有危险就走开，就会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商界传奇

伍淑清：因为专注而美丽伍淑清伍淑清：：因为专注而美丽因为专注而美丽
本报记者 严 瑜

商 论 语 丝

一头银色的短发，一件简单的暗红色外
套，身形瘦小，声音轻柔……初次见到，你或许
很难将眼前这个“邻家老太”和内地“001号”合
资企业创办者、商界女强人等词联系起来。

“这么多年做事，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女
性，也不认为应该凭借女性的魅力去找男人帮
忙。”然而，当谈及正事，她认真的神情、短促
的语速、敏捷的反应以及雷厉风行的行事，都
能让你很快意识到，这的确不是一位普通的女
性。她说，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服，不能凭
借自己是女性，而应靠做事的方式。而她的方
式，就是专注，这让她无需珠光宝气、锦衣华
服却依然散发独特的魅力。

她是伍淑清，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
董事长，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终身名誉理事。

最早“北上”的香港企业家
袁 璐

今天在菲律宾华人街到处可见 （福建） 石狮籍企业
的广告，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石狮籍商人的
报道。殊不知，早在90多年前，石狮华侨就已在菲律宾
当地的报纸刊登商业广告或个人广告。

清末至民国年间，石狮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其中
很大一部分人选择前往菲律宾谋生。每一份民国时期菲
律宾华侨广告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广告是石狮华
侨史的珍贵见证。

有一份“振益洋行”广告，刊登于民国六年（1917年），
该洋行不仅有欧美进口的货物也有家用百货批发。值得一
提的是，该洋行的发展史，其创办人蔡联芳祖籍石狮容卿，
10多岁即随叔父往菲律宾谋生。他白手起家，起初在马尼
拉雪文街叶莲昌酒店任经理，1902年筹资在后街仔开设怡
和酒店，次年在仙下其厘街创办怡和纸烟厂。1909年才转
行经营“振益”百货商行，一跃成为菲华商界翘楚。

在众多广告中，有一则“律师郑孔珍”广告，该广告刊
登于1924年出版的《民国十二年华侨善举公所徵信录》。郑
孔珍祖籍永宁，民国初年毕业于菲律宾法学院，成为当时
著名的华人律师，被中华总领事馆聘为法律顾问。民国十
二年至十四年（1923年—1925年），郑孔珍被聘为菲律宾华
侨善举公所律师，任职期间，代表公所妥善处理市政规划
公路经过义山地界之交涉案件。那时，菲律宾移民部下令
限制华人入境，郑孔珍受公所委托，出面抗议，以维护华侨
合法权利，颇受当地华人尊重。 （来源：石狮侨报）

民国时期的菲律宾华侨广告：

每一份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占 婷

“001小姐”

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机场见到一辆印着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字样的餐车开过或许不会太
在意。很少有人知道，这家成立30余年的公司不仅填
补了中国民用航空食品生产的空白，更是中国改革开
放之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伍淑清和她的父亲伍沾德
就是这家公司来自香港的合资者。

1980 年，中美通航，飞机上该有中国自己生产
的航空配餐，而当时内地还没有一家具备这种能力
的企业。机缘巧合之下，时任香港美心集团总经理
的伍沾德成为内地寻求合作的对象，伍淑清也跟随
父亲北上，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外
资企业家。

现在，伍淑清还随身携带着几本厚厚的老相册，
里面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记录的正是当年她跟随父
亲在内地从无到有、创办“001 号”合资企业的岁
月，她也因此常被人亲切地称为“001小姐”。

“引进的不只是钱和技术，而是整个企业合作的概
念。”和记者翻着相册、聊起最初的情景，伍淑清还能
清晰地回忆起面对仍然习惯计划经济思维的合作伙
伴，她从最根本的企业合资法律、“股份制”概念到最
日常的复式记账法、打卡管理制，将合资企业的相关
内容逐一引进内地的艰辛过程。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伍淑清说，大部分时候，
父亲会让她独自与合作对象谈判，当时只会说粤语的
她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她没有选择任何捷径，老
老实实地从零开始学习普通话，从头研读中国近代史
来了解中国国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伍淑清坚信，诚
意、用心和行动才能真正解决难题。

如今，每天伍淑清的公司送出的飞机配餐，已由
最初的 500 份增加到 10 万份，配餐生产间也由 1 个扩
充到 3个。在中国国航、东航、南航等国内六大航空
公司以及德国汉莎航空、日本航空等几十家国际航空
公司的航班上，都能吃到她的公司生产的配餐。

“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改革
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说这些时，伍淑清话语平
和。而正是这张如今始终平静如水的面孔，曾经见证
并亲历的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波
澜壮阔。

把一个行业做精

交谈时，这位年近 70 的女商人总是微微低着头，
认真地聆听问题。回答时，她的视线也总聚焦于一
处，神情专注。

专注，这是伍淑清给人留下的一个极深的印象。
与人交谈如此，对待自己的事业更是这样。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商界前辈，伍淑清很清楚
如何能够赚更多的钱。“现在谁最有钱？几乎都是地
产商。像我们这样来内地做企业的，其实利益不是
很大。”

然而，这并没有让她转变心意。来内地发展这么
多年，伍淑清没有买过一栋楼，也从未想过要涉足房
地产等行业。现在的她和30多年前刚来时一样，大部
分精力做的还是航空食品那块事儿。

“每个人钻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做到最好最
精，做到领头兵，就好了。”伍淑清坚持的理由很简
单。

在 其 他 人 绞
尽脑汁寻找谋财
之 道 时 ，“ 一 根
筋”的伍淑清把
时间和精力全都
花在了钻研航空
食 品 的 质 量 上 。

“一定要做好的就
是 食 品 安 全 问
题，原材料的质
量、生产之后的
保存环境都非常
重要。另外，空
中服务员对加热
温度的控制也会影响食物口感。例如
鸭皮，如果先垫一张纸再放进去烤，
皮肉就都不会太硬。”聊到这些，常常
两三句话就给出答案的伍淑清，滔滔不
绝说了很多。

如何满足不同航班乘客的餐食要求，
如何在航空公司预算成本之内保证配餐的
质量，如何在食物口味、供应流程方面与国
际接轨……回答这些问题，伍淑清信手拈
来。如今，在航空食品行业，她已是当之无愧
的专家。

这份几十年如一的专注并非安于现状的固
步自封。在伍淑清看来，坚持于此的原因不仅
是要在国内乃至国际航空食品领域创立一个

“叫得响”的品牌，实现自己的梦想，更是因
为这份事业让她有机会帮助社会培养人才，解
决就业，推动国家的工业发展，这是她认为对
国家更有利的事。

“ 我 们 的 工 厂 现 在 有 2900 多 名 员
工，许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中下层技
术工人，他们现在有了稳定工作和
职业技能，孩子也有了更好的成
长环境，这就是解决了 2900
多个家庭的生活。”伍淑
清说，这不就是“中国
梦”么？

做好开门的工作

交谈久了，身高不到1米6、外表瘦小柔弱的伍淑
清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气定神闲的淡然和举重若轻
的魄力。她说得不多，但每一句都实实在在。相比成就，
她更强调仍待解决的问题；而相比谈论，她更重视脚踏
实地的行动。

魄力和胆识让伍淑清敢于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而行动力和专注力让她成为能够“吃好螃蟹的人”。

事实上，除了是内地合资企业的先行者之外，伍淑
清还是支持“引进来、走出去”的最早一批推动者。20世
纪80年代，作为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伍淑清率
先带领外商团队进入中国。“找旅游局协调巴士，到服务
局排队拿酒店的标号，跑银行接洽接待事宜，和酒店沟
通房间的设备布置，都是我自己去做的。”伍淑清的语气
依然平淡，似乎这些都理所应当，就和她做这一切的目
的一样，不足为道。“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觉得当时国
家有开放的需求，而我有带国外朋友来的义务。”

直到去年以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从香港世界贸易中心
协会退休，30多年间，这份引进外来投资、帮助国内企业走
出去的工作，伍淑清一直没有停下。现在，作为协会的终身
名誉理事，伍淑清仍在忙碌。“我们要做好开门的工作。
例如国家正在推‘一带一路’的战略，在沿线的 65个国

家，至少4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会员，我们应该动员
他们帮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接轨当地的市场。”

作为一名几乎完整参与了改革开放历程的
亲历者，伍淑清曾这样形容自己这一代外来

华商在中国内地发展中的角色转变：过去
就像一个“辅导员”，引进资金、技术

和理念，带领内地跟国际接轨，现在
则更像一个“服务员”，配合内地

企业发展的要求，帮助他们在
国际上争取更好的市场和
服务。

然而，无论角色如
何变化，伍淑清的坚

持 与 专 注 始 终 如
一 ， 并 因 此 拥

有一份别样
的美丽。

图为伍淑清 （右） 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 袁 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