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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完美集團董事長
祖籍中山的大馬華人古潤金，以「天下為公」的博愛胸

襟孜孜追求 完美人生價值的真諦，並始終活

躍在「中華民族和諧共進」的大舞台上。他所

創辦的完美集團在中國投資15年來，傾情捐助

了180多項社會公益事業，在中國大陸的各類

捐款已逾1.8億元人民幣。古潤金所推行的「善循

環」不僅締造了自己的「完美人生」，還給社會、給

他人創造了一個實現完美人生的平台。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楊霞

如果問起古潤金平生
最大的願望，熟悉的人
都知道，那就是在中國
貧困地區建造100所希望
小學。這是他多次在公
開場合講過的話。古潤
金告訴記者：「我只希
望自己在世上能夠活得
久一些，完成我的這個心願。我覺得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是讀書。
家庭出身不能選擇，但智慧是不分貧富的。智慧從哪裡來？靠教
育！讀書改變了我的人生，我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
的孩子有機會改寫自己的人生。」
1997年，完美集團第一所希望小學選擇在著名的革命聖地陝西

延安。十年後，延安第二所完美希望小學又建成了。目前，完美
集團在中國已經捐建72所完美希望學校，遍佈全國31個省、自治
區。古潤金先生在希望工程捐資已逾三千萬，他先後獲得延安、
井岡山等革命老區的26個市、縣授予的「榮譽市民」稱號。
完美成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深度合作的公益戰略夥伴，古

潤金也被中國青基會授予「希望工程貢獻獎」。完美集團鼎力支
持成立了希望工程義工發展基金，啟動了希望工程全面升級的首
個項目——希望工程義工項目。這在中國希望工程歷史上，首次
將志願者精神引入到希望小學的平台中。

賑災必躬親 完美有大愛
汶川大地震

爆發當天，身
在馬來西亞的
古潤金先生，
第一時間來到
中國駐馬來西
亞大使館，向
程永華大使遞
交20萬馬幣個
人捐款。古潤
金於馬來西亞
發起「中國四
川大地震籌款
賑災晚會」盛大舉行，晚會共計籌款700萬馬幣；是海外為中國
地震災區舉辦的規模最大的籌款晚會。
由古潤金先生資助的地震災區唯一一批聯合國高等級帳篷教室

和價值百萬元的營養食品，也在第一時間投放到廣元、九寨等地
十餘所中、小學。七月，他還親自率隊，看望酷暑中緊張學習的
高三學生們，為他們打氣加油。而在隨後的八月，古潤金先生又
資助青川中學等重災區的100名四川、陝西兩地災區大學生攻讀
大學。
在地震後古潤金攜完美集團全體同仁，捐款總額已逾3000萬元

和賑災物資。古潤金董事長還身體力行，親自帶隊和委派董事局
成員七次趕赴災區。完美集團還專門撥出上百萬元，分批對百名
因地震家中財務受損、親屬罹難的員工發放一萬、二萬元等標準
的撫慰金，這其中包括尚在試用期的工人，讓員工倍感公益愛心
型企業的溫馨和關愛。

■完美帳篷教室裡幸福復課的白馬藏
族兒童

■完美等共同發起海外最大規模賑災義宴

大馬華人的「慈善經營」秘訣

完美（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在15年的時間裡，從幾百平方米的小廠、八九名員
工，發展到今天擁有三十家分公司、設立五家國際經營機構的直銷巨頭。其

成功秘訣之一是完美集團董事長古潤金充分運用了「中國理念」的「慈善經營」
戰略。有人說，完美的發展可以說是福氣如影相隨。但實際上正應了一句話，那
就是「小財靠智，大財靠德」。

身為完美公司董事長的古潤金表示，公司
之所以取名為「完美」，是因為世界上並沒有
真正「完美」的東西，但我可以無限接近完
美。在完美公司創業之初，古潤金就立下了
「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產品的理念沒有改變；為
經銷商提供事業發展機會的理念也沒有改變；
堅持在中國投資、長遠發展的理念更沒有改變」
的承諾。
在1994年完美中國公司開業的第一天，古潤金就為

中山博愛醫院捐款6萬元，這也是完美公司善的開
始。在大陸投資之初，古潤金就把「取之社會，用
之社會」定為與「誠信經營，永續經營」同樣重要
的兩大企業理念。在闡述自己的公益理念時，他這
樣講：「做企業的，表面目的是賺錢，但賺了錢之
後都面臨一個深層問題：即怎樣用錢。這就涉及三
個方面，個人、他人、社會。我用賺的錢回報社
會，幫助他人，人們會更容易認同你的事業、接受
你的產品，進而促進產品銷售，讓你賺更多的錢。

這就是我經常對公司員工提起的『捨得』的道理。」他認為，身邊的人得到快樂，我們也
得到快樂，互相扶持，就可以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

海外華商的故鄉情
15年前，回祖輩家鄉二次創業只為了要多賺一點

錢而已，從沒想過現在完美公司連續幾年繳稅超
億元，在中山市排第一名，繳稅額高達8億。回首
完美中國15年走過的風雨路，古潤金也是感慨良
多：「正如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風風雨雨一樣，
完美公司一路走來，也並非風平浪靜。在企業最
為困難的時候，我們依然對中國充滿了信心，相
信中國政府的智慧，相信這片我的祖先生活過的
熱土。」
現在，古潤金一年中有7個月是在中國大陸的。

「作為海外華人，我們一直關注 中國的發展，畢
竟中國是我們祖輩生活的地方。我爺爺是在舊中國最貧困落後的時候被『賣豬仔』到南
洋，而他的孫子在新中國改革開放、日漸富強之時回到家鄉二次創業，搭乘改革開放的

『順風車』，受惠於中國政府為僑資企業
營造的便利營商環境，才使得完美公司
的事業蒸蒸日上。」古潤金感慨地說。

做個快樂的種樹人
記得李嘉誠說過：「強者特別要學習

聆聽弱者無聲的吶喊，沒有憐憫心的強
者，不外是庸俗匹夫。」古潤金就是懷
這樣一顆憐憫之心，連續做了15年的

慈善事業。回憶當初剛回家鄉創業的善
舉，他感慨到：「我那個時候不是很有
錢，捐錢的時候大家有一種看法，說古

總是不是作秀，後來連續捐了15年，他們才說我是真正做慈善、做公益的」。
探尋古潤金各項善舉的背後是有一顆善心，而且這顆善心是在小時候就種下的善因。

「我也曾經貧困過，我是在華僑資助的學校裡免費完成學業的，是因為那些愛心慈善人士
的幫助，我才有了現在的成績。可以說，是他們種了樹，我才可以在大樹下乘涼。現在，
我有能力種樹了，我希望能夠多栽種一些樹，讓後人也可以乘涼。我是懷 感恩的心來做
慈善的。回到我的家鄉能夠做好事，心靈上很舒暢。」
古潤金還認為從事慈善活動，不應簡單地理解為一次性為慈善機構捐了多少錢，更在於

對慈善的一種深切認知和持久責任。他十年如一日，關注希望工程，共捐贈了72所希望學
校；9年來投入1200多萬元堅持「母親水窖」工程，致力於解決西部乾旱地區缺水工程。
「完美百城千店萬人獻血活動」也是持之以恆走過了十年，無償鮮血累計10萬人次，鮮血
總量2000萬毫升。
在古潤金的帶領和參與下，完美集團在2008年不但繼續了「希望工程、母親水窖、無償

獻血、健康快車、完美慈善行」五大傳統慈善公益活動體系，而且在抗震救災中以效率、
救助深度和賑
災延續性等方
面脫穎而出，
成為中國直銷
業甚至是整個
中國企業界的
佼佼者。

■完美首家贊助希望工程創新項目

■完美員工拼出「完美中國」圖案

■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為古潤金
頒發改革開放30年華商特別貢獻獎

■九寨勿角完美抗震希望學校奠基

建一百所希望小學
的夙願

■中山慈善萬
人行完美隊列

馬來西亞皇室拿督、太平紳士

馬中友好協會署理會長

中國禁毒基金會第一屆理事會
副理事長

中國僑商聯合會副會長

中國民政部授予的「2008年度
中華慈善獎」

中國慈善排行榜2006年度及
2008年度「十大慈善家」

中國青基會授予的「希望工程
貢獻獎」

國務院僑辦授予的改革開放三
十年「華商特別貢獻獎」等

古潤金個人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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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經驗
摸索學習

CENTRO集團創辦人
CENTRO集團創辦人劉麗卿經營傢具生意十多年來，一向以品質優勝及

重視員工培訓見稱。在她領導下，CENTRO已成為香港

目前唯一集成品傢具、室內設計、裝修工程、零

售、批發及出口業務於一身之本地大型集

團，而且目標遠景宏大，核心業務包括本地

零售市場、國際出口市場、酒店及發展商

項目。劉麗卿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為抱

一個宗旨：「一是與眾不同，一是優勝過

人」，並乃建基於穩健、從工作實踐中學習、

及經驗之累積。 ■本報記者 陳濤

在管理的經驗上，劉麗
卿無師自通，一邊摸索一
邊學習，「我自問自己的
管理知識不高，當初對進
軍市場並沒有一套完整的
大計，也沒有完整的計劃
去搶佔市場佔有率，只是
抱 一個宗旨：『一是與
眾不同，一是優勝過人』
來踏出第一步。」
「當初在生意上面對壓

力，只懂得單向式向下屬
發號施令，更經常埋怨員
工能力不足，甚至嫌棄別
人的意見，及不懂包容他
人的缺點，只以為自己的
決定是最好的，更會期望
別人以自己的風格做標
準；但經過多年的實踐經
驗，漸漸明白到管理是要
了解他人的特性及背景，在面對不同的人，需要反覆思量以不同的
方式溝通，透過鼓勵令員工有所得 與進步，令他們如何融入工
作，一起進步一同努力，將公司成為能讓員工發揮所長的一個理想
平台，共同成就個人與公司的事業。」
劉麗卿很喜歡看書，「多看書必有所得，我喜歡在寧靜的環境看不

同的書籍。」現時，在管理上每遇上困難，她必定深入思考分析，從
中找出原因及避免再發生問題；「多年來，我也不斷增值，保持修讀
管理與溝通課程，為自己的管理知識而增值；期望在員培訓上去蕪
存菁，讓員工明白自己的職責，有利於大家的可持續發展。」

優化產品 發展內地
展望未來，劉麗卿強調CENTRO將繼續優化產品與服務質素，採

取更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從中發掘新科技物料，應用於傢具及裝修
上，善用地球資源，配合國際性的需要，並發展內地市場。
隨 大勢所趨，近年她亦將公司業務擴展至中國內地，為供應十

三億人口之內需作準備。「我一直堅持達致國際市場標準，提供度
身訂造的組裝傢具，將本地的傢俬市場推行國際標準化。CENTRO
與市面上其他普通的組裝傢具不同，除提供上門度尺訂造服務外，
品質更合符國際出口的標準。我們用最優質的歐洲機器來製造傢
俬，在本港同類業務供應者中，只有我們能做得到，而且CENTRO
的遠景宏大，核心業務包括本地零售市場、國際出口市場、酒店及
發展商項目。」
2009年整體市場預料會出現萎縮，劉麗卿再三強調她的信念：

「生意要隨 時移世逆求變，要順流而行，更重要是不斷自我增
值，才能面對逆境困難；市場上，每次逆流過後，汰弱留強，能
留下的都是精英分子，不被淘汰的再戰市場，自然比對手優
勝。」

劉麗卿表示能獲得世界傑出華人
獎，感到很榮幸，證明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她能夠站在領
獎台上，光環是整個 CENTRO工作
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員工令我感
受到不是一個人孤軍作戰，公司就是
一個大家庭。」她將傑出華人理解為
「能發揮華人的勤奮，勇於面對困
難，有耐力及堅持力，遇到挫折勇於
承擔挫敗感，能在逆境中生存。」

出身小康 勤奮好學
出生於香港的劉麗卿，自幼在九龍

彩虹 長大，是個名副其實的獅子山
下女兒。劉麗卿說：「我兒時在小康之家成長，中學畢業後已出來社會工作，最
初做百貨公司的售貨員，但我想賺更多的錢，所以便投身當年十分暢旺的製
衣業，當中在工廠的歷練，令我畢生受用，為我經營的公司打好基礎。」
一年多後，她眼見香港的電子業漸邁向高峰，於是又轉至一家電子廠任

職文員。踏足社會短短幾年，已體驗了香港經濟起飛所帶來的成果。劉麗卿
在洋行任職會計，負責國內外鞋業及成衣製造業出入口貿易，一幹便八年。在職期間自強
不息，攻讀東亞大學，主修會計，專攻成本學，精通訂單、配額、銀行信貸運作等，對監
控成本尤其出色，為她日後的創業打下十分紮實的根基。
勤奮是劉麗卿的代號，對於工作的體會，她憶述：「我畢生人最擔心沒工做，閒坐的日

子實在很難過。」

抓緊機遇 穩中求勝
90年代初期，劉博士因一次旅行的機緣際會，與幾個弟妹在國內合作，開始經營雲石生

意。最初只在大陸當個小批發商，繼而在香港九龍城經營雲石批發小店，由於生意漸見成
績，遂於1992年正式進駐著名的「傢俬街」漆咸道，打正旗號開展傢具生意。「當時，雲
石傢具很受歡迎，起初公司順應潮流經營雲石，專門為香港供應當時最流行的雲石窗台，
並兼售雲石板傢具。後來覺得市場狹窄，因為雲石畢竟只是一個潮流，並非長久產品，總
有一天不再流行。」
至1997年，CENTRO在港九

新界共擁有十間門市，期間又
於東莞開設生產廠房，進軍歐
美出口市場，更參賽國際展覽
獎項，屢獲殊榮。

精益求精 平衡整體
「今天公司的成績得來不

易。管理一家公司，統籌一班
團隊，時常都要面對壓力，我
則將這些壓力當成經驗，一年
一年的累積，收穫可不少；這
些年來，公司經歷過很多風風
雨雨，如97年金融風暴及03年
沙士，能維持到今天全憑一個信念，一定要挺過去，要堅持到底，只要努力一定成功。」
劉麗卿表示，CENTRO一直堅持開發別人沒有的產品，要走得比人快，如果市場已存在

的，就要做得比別人好；「從前做傢具，椅就是椅，床就是床，講求用甚麼質料、手工及
設計，只追求基本功能而已，但今天的CENTRO，除了提供必要有的實用功能之外，更要
精益求精，平衡整體、內涵，包括整個生活模式、意識形態及文化觀念，微觀上要顧及使
用者的安全、健康、身心及精神生活；宏觀上要考慮對環境的影響，將產品、服務、安
全、健康、環保一體化。」
劉麗卿自言十多年來與公司一起成長，「CENTRO成立時只得數個職員，以前的年代，

在香港購買合乎國際標準的優質傢具，要靠買外國貨，但我們為香港人提供的同級產品，
不單品質有保證，貨品更出口到國際先進市場，成功打入外國市場，證明中國人的出品可
獲得世界性認可。」 ■CENTRO產品講求質料、手工及

設計。

■劉麗卿以不同方式溝通，幫助員工繼續進步。

■堅持開發別人沒有的產品，是劉麗卿的宗旨。

逆境自強 見證起跌
踏足社會工作三十多年來，劉麗卿的工作及創業的經歷，見證香港多番高低起跌，然而

每次面對逆境，令她更明白到憂慮和擔心只會阻礙前進；每當問題出現時，難免會受到困
擾，若能從中體會得 ，便不會有吃虧的感覺，使問題再出現時，每次都會有所改進。
「當遇到問題去思考解決的方法，而不是憂慮或埋怨別人，壓力人人都有，在困難面前只
去責怪別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不深思反省就不能改善以後的情況，理性的思考與分析，
總比擔心和指責有實際作用。」
是以她抱 極強的信念：「逆境過後，必然汰弱留強，如果只用錢去捱過逆境，這是枉

花！千萬不要白白損失金錢，要將低潮時付出的金錢，變成充實自己的投資，為未來做好
準備。當市場重現生機，便有足夠的實力把金錢數以倍計地賺回來。」因此，她一直堅持
積極培訓公司員工，並視為重要的「投資」。
「我經常強調需趁市場淡靜，應做好員工培訓，在這段時間增強實力，不是只花錢去捱

時間過去，培訓員工也是一種重要的投資，為企業擴大實力時所需要的力量。」

■劉麗卿積極培訓員工，視為重要投資。

CENTRO 集團行政總裁

Centro Design & Colour Co Ltd.  董事

Centro Design & Furniture Industry
Co. Ltd.  董事

Centro Design & Furniture Ltd.  董事

Elite House Design Ltd.  董事

Ficus Home Design Ltd.  董事
Home Base Design Ltd.  董事
Italdesign & Complementi Ltd.  董事

Italdesign Furniture Ltd.  董事

Milan Design & Complementi Ltd.  董事

Moneco House Design Ltd.  董事

Sindar Home & Furniture Ltd.  董事

Conway Management Ltd.  董事

Wing Huan Marble & Furniture
Industrial Co Ltd.  董事

東莞鳳崗官井頭利中傢俬一廠 董事

中匯傢具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

香港荃灣工商業聯合會 會董

劉麗卿個人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