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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燕
：

原籍貴州的程燕，1986年移居香港，時刻心繫桑
梓，不但成功把家鄉有色金屬產業引向國際，而

且身體力行回鄉投資酒店業等。她更以香港貴州聯誼會
為平台，促成黔港兩地人才交流、招商引資。

意見專家搶手 部門爭相取經
擔任貴州省政協委員以來，她一直是搶手的「意見專
家」，除了在大數據產業方面，還在工商專業、旅遊、
醫療等民生方面。她的提議甚具建設性，成為省內多個
部門爭相「取經」的熱門委員。
「我年年都會提案，開會也有很多意見，不會專門揀
好聽的說。」她認為，政協委員職責在於參政議政、建
言獻策，絕不僅僅是「拍手掌」，盡顯率真性格。

3年招商已夠 倡與港資對接
本月第四屆「貴州．香港投資貿易活動周」將在港舉
行。曾連續3年參與籌劃招商活動的程燕認為，「連續
3年的招商宣傳陣勢已經足夠了，接下來應該做得更
細、更精，節約資源，與真正有意投資的港資對接，這
樣才能達到實效。」
她在今年政協提案中直言，應重視招商後續跟進，實
施具體對接。為此，省府辦公廳專函回覆省政協，「將

充分吸納程燕委員的建議」，辦好本屆來港招商。記者
看到，回函顯示省裡甚至對於她的具體建議，已於4月
提前來港部署，務求突出專項招商主題。
程燕透露，今年招商將對貴州發展大趨勢，從物流、
中成藥、農副產品、貴安新區等4個板塊實施面對面對
接，做到有針對性邀請客商，達至務實高效專題招商。

邀港科教專家 黔談智慧城市
「貴州對外開放需要的不僅僅是招商引資，還需要引
『智』。」程燕曾專程帶香港科教專家訪黔，進行智慧
城市專題演講，為建成大數據基地出謀劃策。她向記者
興致勃勃談起這一新興產業時說，貴州得天獨厚的乾燥
氣候、生態、能源等優勢，令大數據一落地，前景就被
看好。「硬件放在貴州，軟件中心卻沒有。」她直指要
害，並認為當地不應滿足於搞硬件，更應該引「智」，
就是要引入高含金量、高附加值的資源，幫助當地經濟
可持續發展。

增醫學生就業 做到病有所醫
她的「病有所醫」提案亦得到省內重視，「貴州的

醫療資源非常缺乏。」程燕毫不諱言，醫學人才亦外
流嚴重。她建議把貴陽醫學院、中醫學院等打造兩三

家優質醫療資源航母，擴大就醫容量，並結合幾所高
校教學科研資源，解決省內醫療資源緊缺、尤其是優
質醫療資源緊缺的問題。程燕父母行醫經年，她之前
也在當地醫院工作，有很多醫生朋友，令她更清楚醫
生資源是醫療事業發展重中之重。病有所醫，亦是民
生之本。她建議，要擴大醫學生就業機會，保障人才
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出來這麼多年，我始終感覺自己的情、自己的心，
都放在香港與貴州之間。」在程燕看來，家鄉貴州有很
多事可做，如在真山真水旅遊、無公害農副食品供應等
均具獨特優勢，可借鏡香港及外國旅遊景點包裝，並配
上精美紀念品，食品進行無公害證書等。「我的能力有
限，但對家鄉建設發展有幫助的，只要力所能及，我一
定全力以赴！」程燕言談中透出堅定、情深。

中國西部貴州山坳裡，一個數據基地正在崛起。該省大數據產業未來布局越來越受廣泛關注。擔任港

區貴州省政協委員已有9年的程燕向政府提議，貴州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建立大數據基地，但不應僅滿足

於搞硬件，更需引「智」入黔，配合該產業發展，引進人才、技術、管理等，更可發揮香港科研與融資

優勢，乘貴州大數據之東風，加快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解玲

2003年，程燕面臨
人生重大變故，大學

同窗兼在港攜手創業14年的丈夫，不敵
癌魔離世，令她不得不從幕後走到台
前，挑起公司重擔。她頂住常人不能想
像的壓力，與團隊不分晝夜，說服客戶
及銀行，要求給她兩年時間去做、去
試。最後，她以兩年時間做出成績。
雖然多年來都負責公司人事及財務，
但決策人畢竟是老公。面對巨變，她跟
自己說：「一定要堅定信念，一定要努
力走下去」，「我不甘心，我不是輕言
放棄的人，一定要努力過再說。」

同事客戶缺信心 壓力大
來不及有太多悲傷，她與同事與客戶
開會，解答種種疑問及擔心。從香港到
內地數間企業，以及過千名員工要開
工，世界各地客戶都擔心企業由她掌舵
能否經營下去。連與丈夫互信有加的韓
國合作夥伴，都要親自下廠監工，「印
象最深的，是一次與韓國客人談到第二
天3點多，但回到酒店早上6點電話又
響，還是對我放心不下！」銀行也質疑
公司前景，想說服程燕賣掉物業，套現
還酒店貸款。
她頂住常人不能想像的壓力，與團隊
不分晝夜，說服客戶及銀行，要求給她
兩年時間去做、去試。結果，他們半信
半疑地，最終給她穩住了。最後，程燕

以兩年時間做出成績，更主動還酒店銀貸，但出
奇的是，酒店就是不讓她還款。
回憶非常時期，她說：「我是很幸運的人，在
我最困難的時候，員工團隊不離不棄，與我共度
時艱。」程燕笑言，自己的宗旨是「以心換心，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讓員工主動發揮所長，主
動給我意見。」
偶然一次，她聽到員工說，就算中六合彩都不辭
工，仍會返來陪老闆，令她大為感動，更堅信自己
有出頭天。程燕說：「位於金鐘的寫字樓，最初因
照顧丈夫身體而租用。後來丈夫逝世，想搬回尖東
寫字樓，但員工說好喜歡，叫我買下，更說今年可
不加薪。結果，我搶不過另一買家，一天之內要加
60萬元才讓給我。現在看來，倒賺了不少！」

工廠酒店步正軌 大膽放權
2008年，國家收儲有色金屬，行業大飛躍。如
今，企業在貴州、廣西、湖南的工廠，訂單不
斷，酒店亦生意穩健。無論是工廠或酒店現在都
已步入正軌，全都大膽放權，不予干預，更令她
可兼顧生意及社會事務。

以柔克剛 堅定不移終成功
繁華落盡，程燕平靜如斯，「做生意方面，我
總算沒有丟老公的臉，還比他做得好了點。」她
反覆強調，自己是幸運的人，但不諱言男女有
別，「女性獲得成功，從來都沒有甚麼優勢可
言。男人站出來，就是一股力量；女性在社會上
始終比不過男士，只有以柔克剛，保持獨有魅
力，有堅定不移走到底的信念，才能獲得成
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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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香港貴州聯誼會
最新一期會訊《甲

秀》，活動精彩紛呈，最讓程燕自豪的是
青年部成立5周年活動，會員人數由最初
70人發展至逾300人，自己更由「程姐」
升為「程媽」。「孩子發自內心愛這個
會，現在會務活動大多由年輕人策劃。看
到他們成長、成熟，有說不出的開心。」
程燕現任聯誼會常務副會長，但因會長長

居美國，會務基本上由她打理。她說，聯誼
會這個大家庭，凝聚全部貴州政協委員、旅
港鄉親和投資貴州的人士，「我們會員平均
年齡50歲以下，令好多會非常羨慕！」
近年該會更吸納由貴州來港上大學的學

生。她說：「這些孩子，小小年紀隻身來
港，難免思鄉。在適應期，若有同鄉可及
時為他們解決日常生活所需，會令人有他
鄉遇親人的感覺，這點很重要。」

開「迎生會」談來港生活秘笈
程燕憶述，一次青年部聚會，一個小男

生說特別想家，問他最想甚麼，他答道：
「想吃『老干媽』（貴州特產辣醬）。」
細心的程燕記在心頭，如今每年高考一放
榜，她就有一份貴州考取香港專上學院的
學生名單，安排青年部青委專程赴貴州開
「迎生會」，以過來人身份，傳授來港生
活學習秘笈，小到帶上「老干媽」等食品

亦會提點，更重要是告訴學生，貴州聯誼
會是他們在香港可靠的家。

青年欲棄書從商 及時勸止
程燕笑言：「5年來，跟這班年輕人結

下深厚友情，經常玩在一起，他們甚麼事
都願意跟我說，有時會突然打給我，說要
上我公司傾心事。」「有天，一個19歲
男孩告訴我，他不想唸書了，想去做生
意。」我問他憑甚麼做生意，他說：「我
好易埋堆，大家都認我做老大，有一幫人
跟着我。」我跟他說：「出來打仗，要有
兵加兵器，你現在有兵但沒兵器，怎麼出
去打？讀書才可為你裝備兵器。」結果他
聽明白了，打消了不唸書的念頭。有時
候，年輕人遇事，需要有人指路。

資助新來港生升大 全期20萬
「這些小孩好有心，他們會主動約我一
起爬山、吃飯。」程燕知道，這些年輕人
過半都願意留港工作，故她會通過自己的
人際網絡安排他們參訪大機構，為他們找
工作機會。2013年，應屆20多位學生，
有5位由她牽線，成功入職瑞安集團、科
大等大機構。

對新來港人士遇到的困難，程燕感同身
受：「我也曾是新來港人士，也遇過困
境，能幫到一個新來港人士，實際上就幫
到一個家庭。」身兼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
基金董事，去年她開始資助一名新來港學
生完成大學課程，全期20萬元，但條件
是受助生需到基金屬下補習社，免費為學
生補習，並定期與她會面。她認為，以這
種方式助人，能向社會傳遞更多正能量。
近年，貴州省政府每年派千名公務員來

港學習考察，程燕則以商人身份應邀授
課。她的豐富實戰經驗，對香港及貴州社
會民生問題的獨到見地，別具一格的授課
風格，大受學員歡迎，互動環節特別踴
躍，現已成為每年授課導師。
身為貴州省政協委員，貴州的事，她事

事上身。上個月來港演出的貴陽交響樂
團，臨近演出一周，售票情況頗不理想。
樂團透過網站找到程燕，雖然素未謀面，
但希望她助解燃眉之急。程燕二話不說，
短短四五天發動600人捧場。該團演出
後，不停感謝聯誼會，程燕笑說：「原先
是因為熱愛貴州而來，但看過演奏，才知
是國家級水準，意外收穫，太值得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解玲

大數據基地崛起大數據基地崛起
引引「「智智」」入黔配合入黔配合

扶掖後進

程燕與老公1989
年看準家鄉貴州為

「有色金屬之鄉」，於港創立銳興實
業有限公司，賺得第一桶金。因業務
需要，經常往返貴州，但只能入住唯
一的貴州飯店，印象最深的是飯店沒
有提供服務，感覺如同招待所，更令
人擔心安全。有見及此，他們跟省領
導提議，貴州需要有間像樣的酒店，
才能配合未來發展。省領導一聽，大
表贊同，並讓他們夫妻倆去辦，兩人
感到驚喜。1997年，他們斥巨資，在
貴州建立第一間外資酒店─貴州栢頓
酒店。

偶然投資 培養首批管理才
程燕在訪問中透露，當年省裡對他們

的建議非常重視，「立刻安排我們看地
方，當時酒店已蓋到14層，其實是政
府爛尾樓。我們一看地點，就好像香港
銅鑼灣怡東酒店，位於市中心，交通非
常方便，應該有得做。結果，無意間做
了貴州第一間外資管理的酒店。」
10多年過去，雖然酒店仍然是四星
級，但如今貴州20多間五星級酒店的
高管，很多都是從栢頓酒店走出去
的。「偶然投資」，為貴州培養了一

批酒店管理人才，程燕感到十分高
興。

盼設苗族博物館 留住旅客
可能做酒店及喜歡旅行，程燕對家
鄉貴州的真山真水關愛有加：「貴州
的千戶苗寨，是個很壯觀的風景，苗
族人白天在山下幹活，晚上要爬到山
上住。遊客坐四五小時車，才到千戶
苗寨，但看了轉頭就走，留不住客，
且空手離開。」她看了都着急，提議
在千戶苗寨旁邊興建苗族博物館。
程燕說：「倫敦白金漢宮只是英女

王行宮，但就可讓遊客在裡面呆上一
天。他們把一幅畫、一件衣服、一隻
狗都跟你講半天。精彩的故事，加上
精美的紀念品，遊客看着聽着，自然
不知時日過，更會心甘情願掏錢買各
人心頭好。」
她建議，博物館要把苗族歷史、民
族個性、建築和文化特色故事娓娓道
來，把人文與風景串在一起，同時讓
苗族婦女製作獨特的手工藝紀念品，
必定受遊客歡迎。可喜的是，興建苗
族博物館已提上今年議事日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解玲

獻力家鄉
兒立志「醫地球」母兼父職似老友出口又出手 首建貴州外資酒店

按程燕獨子的話
講，他要立志「醫
地球」。程燕笑言
兒子曾說媽媽做有
色 金 屬 最 破 壞 環
境，「畢業後最先
要 來 修 理 我 （ 媽
媽）！」程燕把兒
子這番話告訴記者
後，就笑出聲來，
母子更像拍肩膀的

老友。母兼父職的程燕說，丈夫臨終前心
願是把一生希望寄託給兒子。

兒貪玩「不干涉」會考26分
愛子從小有自己一套，貪玩但會考獲26

分。談到英國留學，他跟爺爺說要做醫生，

轉頭又變成讀環保工程。程燕本着「不干
涉」原則，一直很尊重兒子選擇。她認為，
家長只須看着子女行路的方向不要出錯，絕
不逼迫孩子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母兼父職，對兒子程燕最大的希望，就
是他能快樂成長。無論兒子學鋼琴或騎
馬，都視作享受，非常放心兒子的決定。
程燕說：「老公臨終前對兒子寫下『一生
希望寄於你！』但我卻不希望他（兒子）
因此有負擔。」

遭子「激將」愛上騎馬
當初帶兒子學騎馬，我笑他笨，沒想到

兒子反駁：「你試吓？」程燕被兒子激將
上陣，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如今騎
馬變成她最熱愛的運動，每周必到馬會騎
上一小時，各種花式都能掌控，想必這都
不是一般女士可辦到的事。

經歷一番人生歷練後，程燕認為，「人
到一定層次，有能力回饋社會，就一定要
去做。你會感到付出比拿回來更開心。」
如今，她指回報社會是責任，並以身教幫
助兒子成長。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解玲

■程燕與愛
子合照。

■■程燕提議程燕提議，，貴州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建立貴州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建立
大數據基地大數據基地，，但不應僅滿足於搞硬件但不應僅滿足於搞硬件，，更更
需引需引「「智智」」入黔入黔，，配合該產業發展配合該產業發展，，引進引進
人才人才、、技術技術、、管理等管理等。。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國酒茅台之友香港國酒茅台之友
20142014香江之夜香江之夜，，程燕程燕
穿苗族服裝翩翩起舞穿苗族服裝翩翩起舞。。

■■去年去年，，貴州省政協主席王富玉貴州省政協主席王富玉
到訪聯誼會到訪聯誼會，，與程燕合影留念與程燕合影留念。。

■程燕酷愛騎馬，
每周都去馬會。

喜見青年成長 「程姐」升呢「程媽」

■■程燕帶領香港貴州程燕帶領香港貴州
聯誼會青年部成員到聯誼會青年部成員到
訪瑞安集團訪瑞安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