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998 年开始涉足大陆市
场，在不到 20 年间，“李锦记”这
块牌子已由一个在海外华人中
有口皆碑的中式酱料品牌，变成
在大陆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百年
老店的底蕴感之外，李锦记向外
展示更多的是其积极参与社会
事务、 永远保持活力的企业形
象。

2015 年 12 月 3 日， 李锦记
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在广东新
会的厂区接受了《公益时报》的
专访，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这位充满活力的“李锦记家族”
第四代成员围绕家族及企业的
价值观侃侃而谈，言语间满是对
家族和企业的自信。

进入新世纪，李锦记集团提
出了“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
神、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
果”的核心价值观，而“思利及
人”更是由李锦记创始至今一直
奉行的企业之道。 围绕着这样的
价值观，李锦记在秉承质量型驱
动的发展路线同时，开展了各种
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并在可持
续发展道路上开创了独具特色
的实践。

李锦记品牌的消费者满意
度有目共睹，上门希望合作的供
应商络绎不绝，但李惠中始终坚
持对供应链的严格把关。 在与
《公益时报》记者的交流中，他反
复提及“直升机思维”，即站在更
高的角度审视整个大局的发展，
让所有与公司有关联的事务都
尽收眼底。

李惠中也十分强调公益项
目和企业核心业务的联系，“培
养厨师人才、 推广中华美食文
化，这都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而
正因为有了“直升机思维”，在企
业社会责任方面，李锦记的许多
动作往往先人一步———在新会
的厂区，地热处理、废水回收利
用、光伏发电、环保炭的使用等
都是在厂区规划之初就被考虑
在内，当年的投资变成了如今的
获“利”。

对于这个“利”，李惠中解释
说，它不代表金钱，而是李锦记
家族用以造福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公益时报》主办的第五
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活
动上， 李锦记凭借长久以来坚
持思利及人的核心理念， 以科
技创新力推行绿色生产， 在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 注重
采取环保措施， 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 而获得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奖。

融于血脉的“思利及人”

“我们的家乡就在新会，李
锦记的创始人、我的曾祖父李锦
裳一向锄强扶弱。 ”李惠中从回
顾家族的历史开始了这次访谈。

由于得罪了村中一户有势
力的人家，李锦裳携家人来到现
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水镇定居，

以一间茶馆谋生。 由于南水镇濒
临的海域是咸淡水交界的地方，
生蚝在当地大量繁殖，自然也成
了茶馆中的美味小吃。

一次偶然的忘记关火，李锦
裳把白色的蚝汁熬成了深褐色，
蚝油就由此诞生，那一年是 1888
年，也就是李锦记的开端。

“南水镇是一个渔村，许多
出海打渔的渔民都在茶馆有赊
账。 ”李惠中说，“但过年的时候，
曾祖父会烧掉账本，因为这个时
候还没回来还账的一定是出了
意外，这样他们的后人就不用还
这笔钱了。 ”

李惠中解释说，李锦记“思
利及人”的核心价值就是由曾祖
父的为人而来。 100 年后的上世
纪 90 年代， 李锦记引入了许多
新的管理方式，开始重新审视这
间百年老店的使命，于是，就有
了“务实、诚信、永远创业精神、
思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
的定位。

为了达成这样的使命 ，李
惠中等家族成员提出了“直升
机思维”，要求家族成员、企业
员工都能以“我们”代替“我”去
思考，即站在国家、民族、社会
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自然就能
减少内部矛盾的产生， 促进家
族和企业的和谐。

自信面对最大挑战

身处食品行业，李惠中毫不
讳言公司的最大挑战来自于食
品安全，他的敢于直言则来自于
李锦记对产品质量的极高要求。

“我们有个口号叫‘100-1=
0’，任何细小的差错都会让之前
的努力付之东流。 ”李惠中说。他
说， 保证自身不出问题容易，但
如何保证供应商的材料也符合
标准，这是李锦记下功夫最深的
地方。

也正因如此，2003 年， 李锦
记在刚刚涉足酱油领域的第四
年就以极高的消费者满意度获
得了当年的“中国名牌”奖。

但功夫下得深就意味着成
本的提高。 为了保证原材料供应
的无差错，李锦记建立了一个近
百人的团队，专门负责原材料供
应链。“李锦记舍得投入，因为我
们不是利益驱动型， 是产品、质
量驱动型。 ”李惠中说。

2005 年，某品牌酱料在北京
首次被检出含有“苏丹红一号”，
不到一个月内，包括肯德基等多
家餐饮、食品公司的产品中相继
被检出“苏丹红一号”。 作为酱料
企业，李锦记的新会公司和黄埔
公司自然要接受检查，结果完全
合格，而许多同行企业因为供应
商的问题， 不幸在这次事件中
“倒下”。

如何能保住品牌形象不倒？
李惠中说，集团的审核标准永远
高于行业标准，对供应商的要求
也如此，虽然这样一来，生产成

本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但还是
要坚持这个理念。 因为在全国调
味品的每年近 14 万吨的出口量
中， 李锦记就占了半壁江山。

“（李锦记）这块牌子，把它搞坏
了，我们的脸面也过不去。 ”李惠
中说。

除了内部监控，每月来自国
内外的第三方审核就有三至四
次，李锦记也以“零缺陷”通过美
国 FDA 实地审核， 并仍不断提
升质量水平。 凭借其优异的质量
表现，李锦记的酱料产品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随神九、神十载
人火箭登入太空，为中国航天员
提供太空佐餐食品。

未雨绸缪 先人而动

从海外到国内， 从蚝油到
200 多款酱料， 李锦记每一步的
成功都和高瞻远瞩的“直升机思
维”分不开。

今年 10 月， 李锦记连续蒸
煮及圆盘制曲系统在新会厂区
启动，成为了全球首个用最先进
技术、以黄豆为原料生产酱油的
企业，而这种先人一步的做法在
李锦记一贯有之。

2012 年，李锦记投资兴建生
物质燃料储仓，每年减少硫排放
约 1600 吨；2013 年，导入地热热
泵系统，提高供热、供冷系统的
能源使用效率，每年减少硫排放
约 2400 吨；2014 年，加大对中水

过滤及回用技术的投入，成为全
国的模范节水企业；今年 6 月新
启用光伏发电可每年发电 398
万度， 每年节约标准煤 1312 吨
并减少 380 吨的硫排放。

这个光伏发电不仅企业自
身受益，还能将富余电量送入新
会区七堡公共电网，为缓解公共
用电紧张情况做出贡献。

然而，许多的这些投资在投
入之初是颇受争议的，在生产成
本上带来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但李惠中说：“如果我们有这样
的使命，这些压力就转化成了动
力。 ”

“2001 年，厂区旁的这条河
臭气熏天，因为河边有不少印染
厂为了经济利益，肆无忌惮地向
河中排放污水，但我们并没有随
波逐流。 ”李惠中回忆道。 如今，
这些污染企业都已不复存在，而
李锦记的产量却逐年增长。

以己之长 回馈社会

与众多企业在捐款的竞相
攀比上不同，李锦记履行社会责
任的方式也紧紧围绕自身最了
解的饮食行业，开展了一系列与

“美食” 相关的公益活动， 其中
“希望厨师” 是集团最引以为傲
的项目。

今年，这个让“山里娃”变成
充满自信的青年厨师的项目已
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 五年中，

李锦记培养了 300 多名希望厨
师，解决了许多贫困人群的就业
问题，也进一步传承了中式烹饪
文化。

基于李锦记悠久的海外市
场，集团更是把中式烹饪和饮食
文化积极向全球推广。 李锦记先
后三次支持和参与了由国新办
主办的“感知中国”美食节活动，
通过美食， 让世界友人在日本、
瑞士、 德国等地感知和了解中
国。 在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李
锦记也为在国外授课的志愿者
提供酱料和烹饪方法，让他们远
在国外也能以简单的方法烹饪
家乡美味。

对于立足之本的珠江三角
洲，李锦记自然抱有格外浓烈的
情怀， 在广东多地建成多所小
学、中学，并通过持续升级学校
设施、设立教奖学金、鼓励师生
兴教勤学、鼓舞学生勤思善学等
各项措施，极力促进家乡的人才
培养。 最早在 1989 年设于南水
镇的李兆南纪念小学，由于多年
的持续投入，已经成为当地办学
条件最好的学校。 而 20 余年来，
李锦记敬老扶贫、 兴医兴教、援
乡建桥，也已为广东省乃至全国
的公益事业累计捐资逾亿元。

家族委员会确保永续发展

在问及家族的下一代成员
是否能继续执掌家业时，李惠中
没有在当下给出肯定的答案，但
他透露的“家族学习和发展委员
会”似乎做出了回答。

2003 年，这个家族成员相互
交流的平台成立，从战略上规划
家族的发展，并对年轻的家族成
员提供培训。

之所以如此重视家族委员
会，是因为李锦记的家族理念把
核心放在“家族永续”上，而不是
企业永续。 因为如果以企业生意
为核心目标，一旦家族内部出现
问题，生意也会跟着受挫。

李锦记还制定了严格的“家
族宪法”， 用以保障家族成员家
庭结构的稳定与和睦，尤其针对
家族的第五、第六代成员。

李锦记家族发现，现在的第
五代对接管公司并没有太大兴
趣，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普
遍希望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和
生活。 针对这种新情况，李锦记
通过家族旅游等方式，让第五代
了解家族使命、家族生意、家族
成员的思想和方法，以期在无形
中产生家族凝聚力，并对第五代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一
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李惠中马
上站起来很开心地向在座者介
绍：“这是我大哥。 ”李惠中的大
哥李惠民面露微笑，兄弟间浓浓
的亲情表露无遗。 家族中李惠中
这一代兄弟之间的浓郁亲情，无
疑会给家族的新一代们带来表
率。 （高文兴）

专访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

“直升机思维”让百年老店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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