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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凡，深圳市政協常委，中國香精香料行業首家上市企業——深圳波頓香料有限公
司的創始人和掌舵人。公司從無到有，社會給予了很多幫助，讓他尤為感恩。多年來，他
在發展企業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積極參與內地與香港的公益事業，履行企業的社會責
任。他說，公司發展至今日的規模，已經不是單以賺錢為目的，更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
尊敬。

熱心公益 捐資助學
每一個有能力有愛心的人，都會用自已的方式回饋社會。早在上世紀90年代，王明凡

已經開始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在內地扶貧、興學、賑災，包括1999年捐贈3125萬人民幣開辦
深圳第一所民辦學校石岩公學；為汶川地震、廣東省水災等受災地區捐款捐物；援助失學
兒童；在大學設立波頓獎學金；建立深圳市下崗再就業青年基金；2003、2004年經香港廣
西聯誼總會共捐500萬港幣支持廣西的公益事業；支持香港公益金、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的公益事務等。

王明凡說，香港是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很多人需要幫助，所以他在好友譚錦
球（香港義工聯盟主席）的帶動下加入到香港義工聯盟，並捐出2000萬港幣，用
於扶持有需要的社群、宣揚關愛文化。他指，義工聯盟的主要任務是弘揚義工的
奉獻精神、關懷有需要的社群、團結本港義工團體，為社會發放正能量。聯盟剛
剛成立，未來的工作很多，自己會全力以赴參與義務工作。

懂得感恩 才會回報
王明凡在兩地擔任的公職眾多，除香港義工聯盟外，也是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第四屆名譽會長、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名譽會長和資深會員事務委員會常務
副主任；國內曾任和現任公職包括深圳市總商會副會長、中國食品添加劑和配料
協會副理事長、中國香料香精化妝品工業協會副理事長、深圳市青少年基金會理
事長等等。

懂得感恩才會記得回報。王明凡說 「感恩」是波頓的企業文化之一，他的事
業是隨着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所以特別感恩改革開放、感恩社會。他說自己經
常做義工，也鼓勵公司員工在週末做義務工作。他曾以深圳青年企業家聯會常務
副會長的身份，帶領企業家到社區服務。 「人僅有物質是不行的，還要有情、有
理、有德、有法，幫助別人可以讓自己更年輕、更快樂」，他說。

王明凡籍貫廣東茂名，上世紀80年代到深圳打拼，見證了深港
近幾十年的發展變化。他表示，國家是香港堅實的靠山，香港回
歸17年來，中央給香港提供了很多幫助，使得香港不受金融風暴衝
擊，很快地渡過艱難時期。近年來，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這
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不利。他說，香港有很多深層次矛盾，需要給
政府時間去開展工作，和平、理智地探討解決問題。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在香港社會引起很大的迴響，王明
凡是大遊行籌委會之一，全程參與其中，身體力行支持 「保普
選、反佔中」。他指出， 「佔中」對工商界影響很大，損害香港
的長遠利益，作為市民有義務站出來，不能讓少數人綁架多數人
的意願。

王明凡所經營的深圳波頓香料有限公司是目前國內香精行業
綜合實力第一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實力雄厚。建設中的波頓
科技園占地80，000多平方米，將是亞洲規模最大的香精香料生產
研發基地，並與中國農業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合作，為行
業培養人才，在業界有 「黃埔軍校」的之譽。作為成功的青年企
業家，王明凡說自己從零開始打拼，一路走來不容易，期間遇到
了很多困難，但從未放棄。故勉勵年輕人發揚上一輩香港人的獅
子山精神，拼搏、不認輸、肯幹，特別是遇到困難時，要對自己
有信心、堅持、不放棄。除了堅韌不拔的品質外，他還鼓勵年輕
人走入社會、瞭解社會，保持陽光心態，少些抱怨，多些理性和
包容，建立正面的思維和價值觀。

參加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表達 「保普選、反佔中」 的
聲音

王明凡（右一）在香港義工聯盟成立典禮上，左二為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右二為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譚錦球

王明凡（左一）在8•17和平普選日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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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王明凡投身港深公益三十載

王明凡

寄語年輕一代發揚獅子山精神

於今年七•一成立的香港義工聯盟是本港慈善團體的新星，陣容

「星光熠熠」 ，架構成員中大多是傑出的商界人士，本着 「取諸社會用

諸社會」 的共同理念走到一起，常務副主席王明凡便是其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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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法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下午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與日本香
港友好議員連盟副會長兼日本國會參議院議
員羽田雄一郎率領的訪港代表團會面，就雙
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
梁振英指出，日本香港友好議員連盟多年

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東京經濟貿易辦
事處保持緊密聯繫，對促進兩地經貿關係起
重要作用。

鼓勵日企利用港優勢拓業務
他並向代表團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並鼓

勵更多日本企業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和貿易中心的優勢，在港拓展業務。

中大建新醫學大樓 馬會捐13億
獲高教界最大筆善款 推600張病床優質醫療服務

中大昨日舉行「教學醫院項目及賽馬會老年學研究
所捐款典禮」，馬會主席施文信、行政總裁應家

柏、慈善事務執行總監蘇彰德，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校
董會主席鄭海泉、校長沈祖堯、中大醫療中心董事局
主席利乾出席。

首收巨額支票 銀行家鄭海泉也驚喜
鄭海泉在致辭時指，十分榮幸得到馬會的鉅額捐款
和信任，而13億元也是中大建校50年來收到的最大筆
捐款。本身為知名銀行家的他更笑言，在銀行工作了
大半輩子，個人也未接收過金額如此大的支票，對此
深感興奮。為示答謝，中大會將新醫院的一座臨床醫
學大樓命名為「香港賽馬會醫療大樓」。

贈施文信肖像畫 沈祖堯題「造福桑梓」
鄭海泉在接收大支票時更鬼馬地數齊10位數，之後
示意Okay，而會計師出身的施文信都好「均真」，拿
出筆作狀示意鄭海泉簽收。中大贈予施文信的肖像畫
也很有心思，畫中的施文信穿起唐裝，還由沈祖堯題
上「造福桑梓」四個大字。

擬「套餐式收費」明碼實價惠大眾
沈祖堯介紹，中大教學醫院是全港首間非牟利及自

負盈虧之大學醫院，理念創先河，以服務市民為宗
旨，希望能紓緩公營醫院的壓力，同時填補公私營醫

療之間的差距。醫院由中大全資擁有，不涉及任何商
業機構，並將廣泛採用「套餐式收費」，以明碼實價
制定服務價錢，讓大眾可以高透明度及可負擔的價
格，享用優質醫護服務。
除面對大眾，教學醫院亦會為中大醫學院提供全新

的教研基地，為醫科生和各類醫護人員提供教學設
施，加強優質培訓，建立尖端的教學和研究中心。

建院費需63億 研用儲備向外貸款

新教學醫院選址為於中大校園內，鄰近大學站，預
計所需資金共為63億元，全面運作後可提供約600張病
床，其中一定數量為公共醫療病人而設。中大指，除向
外籌募捐款外，校方亦正研究動用大學沒有指定用途的
私人基金儲備及策劃向外貸款，支付醫院建設費。
此外，賽馬會昨同場向中大捐資1,200萬元，支持成
立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就香港人口老化問題，
研究和制定出各項優質高齡化的政策，保障香港社會
的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中文大學

籌建私營非牟利教學醫院獲重大進展。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就該教學醫院向中大捐出多

達13億元的巨額捐款，創下賽馬會130年歷

史上於醫藥範疇最大筆單項捐款紀錄，也是

中大以至香港整體高等教育界所獲最大筆捐

贈。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教學醫院整個計

劃預計所需資金約為63億元，工程時間需要

3年，預計可提供約600張病床，希望透過一

般市民可負擔的優質醫療服務，填補現時公

私營醫療之間的差距。中大現正等候更改土

地用途的手續和程序，希望能盡快動工。

■馬會主
席施文信
獲中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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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教學醫院鄰近港鐵大中大新教學醫院鄰近港鐵大
學站學站，，位置便利位置便利。。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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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與日本香港友好議員連盟代表團
會面。

南北行公所主席李歡（右三）等昨日前往中聯辦
港島工作部，向雲南魯甸地震災區捐款10萬港元，
由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左三）代表接收。南北
行公所是香港最早的華人商會，具有146年歷史，
現有會員200多名。

南北行公所捐款賑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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