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鼎健先生是觀瀾湖集
團主席兼行政總裁，也是
香港駿豪集團主席。他最
早在內地全面發展多元化
休閒旅遊產業，是中國休
閒旅遊的產業領航者。多
年來以內地為根，在深
圳、東莞、海南、雲南先後投資超過300億元人民幣，選
址荒山漠地發展了大規模的綜合休閒旅遊項目，成功發展
了吉尼斯紀錄世界第一大高爾夫球會、世界第一大水療溫
泉度假區、國家5A級旅遊景區、全國低碳旅遊示範區。

朱鼎健熱心推動中國體育與世界的交流，多年來觀瀾
湖集團先後將100多次國際賽事和國際巨星到訪活動引入
中國，包括從2007年開始連續舉辦有「高爾夫奧林匹克」
之稱的高爾夫世界盃。因其在體育產業的不懈貢獻，他
多次受邀參加全球財富論壇、社會體育國際研討會等國
際會議。

朱鼎健亦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近20年來，觀瀾湖
集團用於慈善公益方面的捐贈超過5億元。2008年5月四
川大地震後，觀瀾湖通過深圳慈善會和中華慈善總會第
一時間向災區捐贈善款2,600萬港幣，成立「朱樹豪慈愛
孤兒基金」，用於救助地震中痛失父母的孤兒。隨後，
朱鼎健發起「高球界5．12關愛行動」，聯同香港高球
界、演藝界共同發起大型高球慈善賑災活動，從2008年
開始，已經連續舉辦5屆，善款全部用於災區重建。

今年2月，朱氏獲選為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中
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
長、海南省政協常委、海口市政協常委、天津青年聯合
會常委、海南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海南省工商聯合會
副主席、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香港青聯交流基金副主
席、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副主席及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
會長、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副主席、香港體育學院董
事、香港友好協進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潮州商會會
董、香港愉園體育會名譽
會長、香港明天更好基
金理事委員及麥理浩
爵士信託基金投資顧
問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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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金

2月底，當朱鼎健準備啟程赴京參加第十二屆全國政協會議時，他還在馬不停蹄奔忙於集團

各地的要務之中。「時間對我來講已經不是金錢，而是讓我心中宏圖一一實現的過程，因此，

一分一秒都尤顯珍貴。」儘管如此，他還是神色動人，小麥色的一臉笑容，就像在冬天的亞熱

帶球場，於清晨開球後打到第8洞時所出現的陽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志豪 攝影 羅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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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弱冠之年的「觀瀾湖集團」，目前正處於十分
重大的戰略發展期。「如果以打高球來比喻，

你認為已打到了第幾洞？」「第一場已打完了。但對
一家以百年企業為目標的公司來說，我們才剛過萌芽
期，因此還有無數場18洞要打。」心中滿是大計的朱
鼎健展開手中的一幅藍圖給我們看，這是「觀瀾湖」
前不久剛凝聚共識後描繪出來的未來發展宏圖。其中
包括了這個集團的新願景、新使命以及他們的核心價
值觀。
「為中國打造世界休閒產業的領導品牌。」這是

「宏圖」上的第一句話，簡練之中濃縮了至高無上的
理想。在這個願景的鞭策下，朱鼎健會實現父親，有
中國高球之父稱號的朱樹豪博士的心願，然而更重要
的是，中國市場的消費者可以在走向全面小康的過程
中，逐步去分享與體驗中西合璧的低碳綠色生活方
式。事實上，觀瀾湖已有階段性成果，他們營造的夢
想之地「觀瀾湖」位於深圳、東莞及海口三地的項目
已獲得首批全國低碳旅遊示範區殊榮，而「觀瀾湖．
深圳及東莞」也取得了5A級旅遊景區的最高等級評
定。這些傑作都充分表達了朱鼎健的哲學與使命：

「觀瀾湖的MISSION是不斷創想，為人們創造快樂、
健康、和諧的美麗生活方式。」

能提供這種美麗生活的「桃源」被朱鼎健稱為
「HOPSCA」，即在這個安居樂業之所將集酒店居住
（Hotel）、寫字樓上班（Office）、休閒養生（Park）、購

物娛樂（Shopping Mall）、會展商貿（Convention）、
公寓生活（Apartment）於一體。他想營造一個「四代
同堂、老少咸宜」的全體家庭成員都能寓工作於生
活，寓生活於休閒，寓休閒於運動、娛樂、養生之中
的現代中國人的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

現代「桃源」的造夢計劃將於2年內初具形態。屆
時兩個建築面積分別為50萬平方米及24萬平方米的綜
合體將出現在深圳的觀瀾湖新城和海口的觀瀾湖低碳
旅遊小鎮內。當地政府預計到2015年每年會有1500萬
人次前來觀瀾湖體驗世界級的中國式低碳綠色生活。
為此，諸如「蘭桂坊」、美國著名冰堡國際花樣溜冰
訓練中心、北美排名第一的賓士域保齡球館和日本
eXcape娛樂集團的模擬賽車中心等國際性休閒娛樂賽
事等品牌，都已作為戰略合作夥伴加入到「觀瀾湖」
的投資及營運管理陣營中來。

過去20年，朱鼎健和他的父親朱樹豪博士通過「觀
瀾湖」創造了我們人生中一些非常難忘的體驗和美好
的回憶，其中有友誼、情感、健康、成功.......有香檳
歲月，也有動容時刻，對很多企業家如此，對一些全
球知名人士及意見領袖們也是如此。是一個真正國際
性的交流平台：國際性賽事、國際性會議、國際性握
手、國際性乾杯。正如他們「宏圖」中的另一句話所
說「我們搭建無國界的溝通平台，以球會友，增進交
流。」
「觀瀾湖究竟是個甚麼地方？」

「它是一個機遇之地、喜悅與激情之地、甘泉之地、

留連忘返之地、感悟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之地。」

「五年之內你們會實現什麼具體目標？」

「當人們想起『觀瀾湖』這三個字時，在腦海中呈

現出來的是『四代同堂、老少咸宜』的世界級休閒度

假、生活工作的現世桃源。這就是我爭分奪秒要盡快

實現的目標。」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觀
瀾湖。

創建現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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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願景
為中國打造世界休閒產業的領導品牌。
To be a leading world-class brand and a pioneer
in the global leis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MISSION 使命
我們的「M-I-S-S-I-O-N」是不斷創想，為人們創
造快樂、健康、和諧和美麗生活方式。
Our "M-I-S-S-I-O-N" is to advance with time and
inspire happy, healthy and harmonious lifestyles
and experiences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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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RABLE 難忘體驗
我們打造卓越的項目、設施和服務，讓每
一位賓客流連忘返。
We create memorable experiences for all
and ensure repeated visits through
personalized services and premier
integrated offerings.

NTERNATIONAL 國際平台
我們搭建無國界的溝通平台，以球會友，
增強交流。
We build boundless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platforms to drive goodwill
through golf.

USTAINABLE 可持續性
我們秉承生態可持續、文化可持續、資源
可持續的理念，發展可持續休閒旅遊。
We are committed to advocating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 development.

OCIETAL 社會責任
我們承擔企業公民責任，與社會分享企業
的進步與發展。
We continually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itizenship together with
the company's advancement.

NNOVATIVE 激勵創新
我們崇尚創造的激情，以創新引領潮流。
We inspire passion for innovations and
strive to be a trend setter.

PPORTUNITY 發展機遇
我們營造發展的機會，與員工、夥伴、顧
客共同成長。
We cultivate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and foster continual growth
with colleagues, partners and guests.

URTURING 傳承培養
我們注重高爾夫運動的普及，希望為年青
一代創造成長的財富。
We nurture youth and popularize the game
and essence of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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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NY 和諧包容
以和諧包容的心，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相互欣賞、相互支持。
We uphold a harmonious attitude through
mutual respect, trust, admiration and
support.

NTELLIGENCE 追求智慧
以智慧之光激發企業創新，啟迪人生。
We value intelligence as a source of
creativity, corporate advancement and life
fulfillment.

OYALTY 真誠奉獻
以真誠奉獻，收獲友善，收獲朋友，回饋
社會。
We serve from the heart to earn loyalty,
foster friendships, and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EARNING 銳意進取
以進取之勢，實現高速高效，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
We strive to learn and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in our continual
pursuit of excellence.

TEWARDSHIP 主人翁精神
以主人翁精神，投入工作，享受生活，獲
得人生精彩。
We uphold stewardship and act with an
owner mentality, being fully engaged in our
work and living life to the fullest.

朱鼎健的宏圖
走近朱鼎健

朱鼎健的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