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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平凡的哥 真心英雄

第十一届首都的士英雄评选启动

庆香港回归 20周年
李锦记分享家族精神与思利及人力量

2017 年 6 月 15 日，“初心不
贰·拾光正好” 李锦记夏季媒体
沙龙暨庆贺香港回归 20 周年活
动在上海举行。 20 多家全国主流
媒体记者与李锦记酱料集团企
业事务执行副总裁孔君道、李锦
记中国企业事务总监陈姝一起
参观了上海李锦记大厦，共同分
享了清华大学宁向东教授的新
著《家族精神：李锦记传承百年
的力量》。 而今年适逢香港回归
20 周年，作为一家从香港走向世
界的百年民族品牌，李锦记与媒
体记者就 20 年来李锦记与祖国
命脉息息相关、共同成长的经历
做了详尽的回顾与分享。

参观李锦记大厦
感知 129 年发展历程

坐落在上海徐汇区的李锦
记大厦是李锦记酱料集团中国
区总部，于 2016 年 12 月 17 日落
成开幕。

此次李锦记夏季媒体沙龙
活动期间，媒体记者来到位于李

锦记大厦 25 层的品牌体验中
心。“这里记载着李锦记自 1888
年发展至今，各个重大里程碑事
件以及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携
手共进的回忆。 ”在品牌展示走
廊，孔君道这样介绍。

品牌展示走廊通过详实生动
的图片、 声像、 视频以及产品陈
列， 令到访者不仅能全方位感知
李锦记自起步到发展直至腾飞的
轨迹， 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李锦记
推广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历程。

在从品牌展示走廊到研发
中心的过程中，随处可以看到李
锦记“100-1=0”的经营理念。 为
了保证产品安全及品质，李锦记
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管
控体系，从监控原材料、生产以
至包装等每个工序都一丝不苟。
这也是李锦记能够拥有 129 年
历史，成为消费者值得信赖的百
年品牌的原因。

在研发中心，各种专业检测
仪器和设备引发媒体记者驻足。
工作人员特别介绍了专门配置
的两台进口小型生产设备，以用

于样品的小规模生产与新产品
测试。 此外，研发中心还拥有多
台进口理化检测仪器，如水分活
度仪、自动滴定仪、粘度计、糖度
计、PH 计等，可用于检测食品的
常规理化指标。

“以前对于李锦记的印象主
要停留在是‘听说过’和‘吃过’。
今天通过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
实地参观和感受，对李锦记的百
年历史、企业文化和对产品质量
的坚守，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位
来自上海的媒体记者这样表示。

在参观李锦记大厦期间，媒
体记者还品尝到了由李锦记厨
务经理用李锦记经典的酱料产
品制作出的营养、健康、美味的
大餐。

分享《家族精神》
体味百年家族企业带来的启示

“除了美食之外， 我们还为
大家准备了精神食粮———《家族
精神： 李锦记传承百年的力
量》。 ”陈姝说，“清华大学宁向东

教授的这本新著，将李锦记置身
于时代大背景中，讲述了 100 多
年来，李锦记家族几代人在不同
时代所遇到的不同处境，以及他
们是如何走出困境，一步步实现
辉煌的。 这不仅是一本李锦记的
百年传记，更是一部故事性很强
的年度大剧！ ”

《家族精神： 李锦记传承百
年的力量》是由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宁向东教授所著。“这本
书起始于李文达先生和清华大
学原常务副校长杨家庆教授的
一个约定。 两位朋友在 2013 年
的相聚中，决定基于李锦记家族
发展史做一个案例研究，供对家
族企业问题有兴趣的朋友阅读
和研究使用。 ”宁向东在谈到为
何要写这本书时这样表示。

可以说，《家族精神：李锦记
传承百年的力量》对李锦记作了
近距离的深入研究。“从某种意
义上，这本书也是写给我们自己
的。 虽然我们不是商业之家，但
李锦记家族的故事还是给我们
带来很多启示。 ”宁向东说。

“这本书详尽的描述了李锦
记是如何从广东珠海迁到澳门，
然后又是如何将总部从澳门迁
至香港，以及又是如何开拓中国
内地市场的。 其中有一个章节就
说到，1997 年前夕， 在许多人对
香港的未来充满未知的时候，李
锦记依然对香港和中国内地满
怀信心，毅然决然选择了坚守和
继续开拓。 这让我对李锦记充满
敬意。 ”一位来自北京的媒体记
者这样说。

“2017 年 7 月 1 日， 香港将
迎来回归 20 周年。 从 1997 年到
2017 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
20 年；同样，也是李锦记在中国
市场取得辉煌成绩，并且赢得全
球市场关注的 20 年。 ”陈姝说。

正如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
李惠中指出，“李锦记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
繁荣，李锦记始终对中国充满信
心和希望。 未来将继续坚持永远
创业的精神，造福社会、共享成
果，为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不
断做出贡献”。 （徐辉）

2017 年 6 月 15 日，“中国石
油北京杯”第十一届首都的士英
雄暨第六届魅力车队长评选活
动在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京
顺路加油站“的士爱心港”启动。

该活动始于 2004 年， 由首
都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石油北
京销售公司、汽车生活报社联合
主办，已成功举办十届，先后评
选、表彰了 105 名“首都十大的
士英雄”、195 名“的士英雄”以及
50 名“十大魅力车队长”、100 名
“魅力车队长”。

据悉，本届活动将持续开展
到 2017 年年底，活动启动后，经
事迹征集、初评、投票（社会投票
和评委投票）、终评等环节，最终
产生“首都十大的士英雄”和“十
大魅力车队长”。

“首都十大的士英雄”和“十
大魅力车队长” 获得者将获赠
5000 元中国石油加油卡；“首都
的士英雄”和“魅力车队长”获得
者将获赠 2000 元中国石油加油
卡。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评选活
动以“平凡的哥、真心英雄”为主
题，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已有
为的士司机提供的优惠、 便利
外，还将着力做好三件事：

一是塑造“的士爱心港”品
牌，2016 年揭牌的京顺路加油站
“的士爱心港” 得到了广大的士
司机师傅的肯定，今年，将加大

“的士爱心港” 的宣传推广和活
动策划投入，为的士司机群体办
实事，谋福利，解决实际需求。 年
内， 将精选 15 个中国石油加油
站打造“的士爱心港”， 为京城

“出租车加油卡” 用户提供座套
换洗等“积分特惠兑”等会员服
务。

二是策划发起寻找“的士加
油大使”活动，鼓励的士司机群
体成为“的士加油大使”，广泛、
深入地对中国石油加油站的产
品和服务进行体验，对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从而进一步提升首都
窗口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

三是持续投入“中国石油专
项的士暖基金”，资助历届“的士
英雄” 获奖群体中身患疾病、条
件艰苦的司机及其家庭，为他们
解决生活困难，共克时艰，决不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启动仪式上，首都见义勇为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由世
钧发表讲话，中国石油北京销售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王力国
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第十届首
都十大的士英雄、北京北汽九龙
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租车
司机张旭代表京城十万的士司
机郑重承诺，本届评选活动媒体
协办单位———北京交通广播播
音员李洋主持启动仪式。

由世钧指出，评选活动十余
年的持续开展，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真实写照。 从见义勇为精神延
伸到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多个方
面，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不断被平
凡的出租汽车司机传递着，这正
是对和谐社会最好的诠释。 这些
新时期的精神文明楷模值得我
们每一个人学习。

由世钧对中国石油持之以
恒地支持造就“的士英雄”这一

享誉首都的公益品牌充分肯定，
他说：“作为中国石油驻京

直属机构的中国石油北京销售
公司，多年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付
出已经使我们受到鼓舞；而源源
不断地造福、 关心出租司机群
体，更加让我们深受感动。 这不
仅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型国有能
源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的决心和活力，更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企业公民、社
会公众对首都见义勇为事业发
展的支持与爱护、对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的付出与推动。 ”

王力国说：“经过十届的风
雨砥砺，‘的士英雄’已经成为首
都社会风尚新名片，‘的士英雄’

品牌也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如
今，站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们感
到责任更加重大、 使命更加光
荣。 带着这份责任和使命，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严谨组织、认真工
作，全力以赴投入到评选活动组
织筹备与实施工作中，力争通过
我们的努力，让评选活动发挥更
大的教育示范作用，真正成为引
领新时期社会道德风尚和引领
窗口服务行业服务水平的风向
标。 ”

会上，王力国呼吁社会公众
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评选活动
中来，为英雄扬名，为英雄点赞，
让英雄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 欢迎更多的的士司机参与到

活动中来，涌现出更多的“的士
英雄”和“魅力车队长”。 真挚地
邀请京城的士司机成为“的士加
油大使”， 对中国石油北京销售
公司的服务质量严格监督，勇于
批评，从而进一步提升首都窗口
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

启动仪式上，张旭代表京城
十万的士司机郑重承诺，全力支
持评选活动，用实际行动阐述什
么是“的士英雄”， 全方位解读

“的士英雄”内涵，时刻坚守出租
汽车行业的职业操守，时刻维系
首都的荣誉，用饱满的热情为首
都人民服务好，用实际行动回报
各界对的士司机的支持和关爱。

（苏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