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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政協識國情 提案屢獲採納
事業的成功，謝俊明開始被越

來越多的人認識和肯定。1995年
他應邀出任武漢市青聯副主席，
之後加入武漢市政協、市政協常

委，至今他已任湖北省政協常委7年
多。他認為，「加入政協不是榮譽，而
是了解國情的途徑。通過參政議政，能
增加對國情的了解，以及對國家未來發
展政策的把握。」多年來，謝俊明關心
社會弱勢群體、關注公民素質教育、並
致力搭建漢港兩地合作交流的平台。
在政協期間，他提出多項優秀提案並

被採納，如為弱勢兒童成立兒童救助中
心、加強食品安全問題有關舉措，為推
廣武漢市公民社會素質教育，號召百姓

不扔垃圾等等。「結果市長還真的上街
撿垃圾。」
此外，為拓闊湖北公務員的視野，他

曾安排湖北官員到港，學習香港社區管
理、社會福利、交通管理有關方面的先
進經驗。他撰寫總結報告，並於委員大
會發言，得到大家的認可。
在港參加港區政協聯誼會的活動，與

同為政協的會員們溝通，令謝俊明深感
政協是一股穩定的愛國愛港「中堅力
量」，他們熟悉內地及香港，肩負兩地
合作溝通的橋樑作用。他希望「政協人
要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好建議，政府會
願意聽、願意去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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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俊明多年來利用「亞心」
這個平台，減免手術費、醫治
貧困兒。他有感於當地很多先
心病患兒由於家境貧困得不到
救治，導致「因病返貧」家庭

數量增加。為惠及基層，他將手術
費用由4萬、3萬降至2萬、1萬，
剩餘部分由政府和醫院負擔，引起
社會廣泛好評。2002年開始，於每
年的兒童節前，「亞心」都選擇20
名貧困家庭的兒童，對其進行免費
治療。至今已成功救助5,500名患
兒，並為25,000名貧困病患兒進行
免費檢查。此外，醫院也開展「亞
心關愛基金」等多個慈善項目，與
政府、社會基金、愛心人士一起，
共築中國「心」希望。
謝俊明的慈善之路，源於12年

前。「那天，我下樓，看見一對夫
妻，坐在樓梯上合吃一盒杯麵。一
問才知，他們得知醫院降低手術
費，變賣全部家產湊了2萬元，為
患有先心病的孩子做手術，因沒錢
住宿，已在醫院樓道睡了3天。我
隨即安排醫院供 3 餐及他們住
下。」

孩子手中紙條 感動全院
手術當天，同事發現孩子手中攥

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們是
這孩子父母，孩子的病已讓我們傾
家蕩產，2萬元已是我們的全部身
家。如果孩子病情加重，你們因為
錢的問題對他放棄治療，我們不會
怪你們。」令全院上下深受感動。
一次，一位父親帶着患有先心

病的8歲女兒來看病，詢問價格
後，他大哭：「女兒啊，你投錯胎
了，我沒有錢幫你看病，我們走
吧。」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他在向患兒伸出援手後，囑醫院

社會服務部了解當地患兒數量。
「調查後，我們發現全省有大量先
心病兒童，我們決定只要他們能拿
5,000元，其餘費用由政府和醫院
全包。此外，也與全省孤兒院、兒
童福利院合作，給予能通過手術解
決的先心病患兒免費治療。現在我
院已被授予衛生部指定為兒童心臟
病協作中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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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副主
任林武及部長
張岱梨（左）
頒發證書予香
港湖北聯誼會
會長謝俊明。

酒店轉型醫院
武漢仁術救心

謝謝
俊俊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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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湖北聯誼會 首要增凝聚力
多年來謝俊明穿梭於漢港兩地，事業
有成亦身兼多項社會公職，除政協身
份，亦身兼湖北省殘疾人聯合會副主
席、湖北省僑商協會會長、武漢香港商

會會長及香港湖北聯誼會會長。作為香港湖北
聯誼會新掌門人，他笑言：「如履薄冰。」
他說：「因為歷任幾屆會長做得非常好，

無形間我感到壓力。」「湖北人在香港有2
萬人至3萬人，這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如何把會務推上一層樓，增強會員的凝聚
力，是我的首要事務。」
「未來，擴大會員人數；於春節前後組織
家鄉父母官來港探親，敦睦鄉誼；舉辦故鄉

行尋根訪問團，是我要做的3件事。」他
稱，今後會更好地發揮該會愛國愛港力量，
參與社會事務，推動2017年香港普選路。
武漢香港商會成立8年，會員包括在湖北

港資企業。作為創會會長，謝俊明多年將商
會打造成為企業與政府之間溝通的平台，令
會員也有機會列席每年的政協會議，了解政
府最新的動向。讓會員借商會平台，及時與
政府協調解決問題，並獲邀考察和投資項目
等活動。
眾望所歸，一做8年不讓他退，他笑言：

「會長不是家長，要靠大家支持。會長要會出
點子、出錢、會用人、要會整合各路資源。」

創業至今30多年，每次均能化危為機，公
職亦備受擁戴，問其箇中秘訣，他謙言：
「做人做事，講個『誠』字，尊重別人，達
至共贏。要先吃虧，才能賺到便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黃晨

兩句鐘拍板開公司 30載屢變身擴展

■謝俊明和湖北武漢聯誼會同仁參與「8．
17反佔中大遊行」。

謝俊明來自華僑殷商世家。天津出
生，1973年移居香港，在港求學。上
世紀80時年代北上，隨後在廣州東方
賓館設立辦事處，專攻建築裝飾材

料，有位來自武漢客戶，1985年誠邀他到武
漢走走。這一去更具戲劇性的令他在兩小時
內豪擲10萬元，創立一間中外合資公司。30
年間在武漢，他經歷了地產、酒店到醫院的
不斷轉型，將公司越做越大，更令「亞洲」
成為武漢家喻戶曉的品牌。
1985年的武漢在謝俊明眼中很「左」，因
是港商，當時見面談話都要兩個政府官員在
場，當初原來打算逗留3天，怎知易進難出，
結果一星期才等到機票。臨行前官員請他在
最好的酒家「老通成」午餐，並提及籌備了
一年的中外合資企業因港商資金不到位，將
無法成事。一點半吃完飯回賓館，他看資
料，3點半便致電對方自己有興趣做。因當初
成立一間「中外合資企業」非常艱難。「政
府非常重視立即找來海關、工商等部門跟我
談，因初次見面，他們有所顧慮。結果我告
訴他們，這次來武漢收到的10萬元，就作為誠
意金留下，若我不回來，你們可沒收。」就這
樣成立了漢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而該公司
是為政府企業─中國房屋建設江漢公司服
務，當初所有的建房均由該公司負責。
公司順利成立，派同事前往打理，怎知3

個月下來雙方已閙得不可開交，幾乎要關門
大吉。他急向在國家計委工作的同學請教，
是否投資武漢？同學告訴他：「第一：武漢
是中部的經濟心臟，以武漢為圓心，以
1,000公里為半徑畫個圓，你會發現，中國
最好的經濟帶都在這一範圍內；第二：有53
所大學，人才不缺；第三：重、輕工業、製
造業，工業基礎好；第四：武漢交通四通八
達。你若能在這裡堅持20年、30年，前景將

不可估量。」他至今仍非常感激這位老同學
具前瞻性的眼光。

港售樓方式 建標誌性大廈
結果他 1986年親赴武漢，當年不到 30
歲，以非常「接地氣」的態度，解決公司矛
盾，令公司漸漸步入正軌。機緣巧合，有一
天「中國房屋建設江漢公司」總經理找到
他，透露公司與武漢服裝進出口公司合蓋的
大廈因沒錢，蓋不下去了，問他有何良方。
結果謝俊明帶他們來香港，介紹香港發展商
以銀行貸款，然後樓售的方式開發。「他們
搞明白了，但想想這事沒幹過，結果說讓我
來幹。」就這樣1989年22層的漢港大廈，
成為武漢第一棟商住樓，更成為標誌性建
築。房子一下子賣出了，但突遇「六四」事
件，業主又紛紛要求退房，港商亦大舉撤離
武漢。「市政府有見及此，出面希望我留下
來。」幸得政府相助，很快扭轉形勢，賺到

了事業的第一桶金。

投資亞洲大酒店創100%入住率
謝俊明是個很能觀察市場的人，他發現每

次訂酒店都好難，要托熟人又要有關係。因
業務關係，1992年湖北煙草公司找到他提出
合作投資酒店，1993年亞洲大酒店開業，創
100%入住率，從此湖北有了4星級酒店，更
成為當年政要富商來武漢的不二之選。
因酒店火爆，市政府於1995年力邀謝俊明

於市中心建酒店，兩年時間都解決不了地下
水問題，1997年被迫停工。6億投資五星級
酒店未能令他在酒店業再上一層樓，但幸運
地再次轉危為機，將事業拓展至醫療領域，
創辦了第一家民營心臟病專科醫院，1999年
11月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正式成立，如今亞
洲醫療集團業務如日中天，他笑言：「從事
醫療令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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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亞洲大酒店20周年店慶。

回憶進軍醫療業，源於1995年應市政府之邀在市中
心建5星級酒店。「怎知當時施工水平有限，加

上酒店地點近長江，地下水多、土軟，不適宜建高
樓。再者，國際連鎖酒店已紛紛進駐武漢，酒店業市
場趨於飽和。入住率也由100%開始不斷下降至60%，
房價由每晚900外匯券，跌至400至 500外匯券，若建
酒店，恐怕二三十年也難回本。」面對困境，謝俊明
甚為憂心。
回到香港，「請新加坡的親戚吃飯，她看到我心事重

重。問我：『是不是遇到什麼問題？』」「她是新加坡伊
麗莎白醫院的護士長，跟她吐完苦水。她說，她醫院的創
辦人，當初跟我有很相似的經歷，還因病入院。在住院期
間，想到將酒店改為醫院，如今已開了14家。」「在親戚
的安排下我到了伊麗莎白醫院考察，隨後又介紹我到台灣
長庚紀念醫院取經，台灣朋友告訴我，內地現在的醫療狀
況跟台灣當年很相似。」

治療要上京 老友「等唔切」離世
「回到武漢，我將辦醫院的想法跟大家一說，遭到大多

數人的反對，認為我們處在兩大醫院─同濟醫院及協和醫
院中間，沒有優勢，沒有出路。贊成的認為民營醫院開創
醫療先河。但辦綜合醫院無競爭力，專科醫院是方向。經
調查，當初湖北做心臟搭橋術省內沒有，要到北京上海。
我的朋友更因等不及去北京，心臟病突發離世。」他隨後
取得全國先天性、風濕性及冠心病3大心臟病的統計數

據，發現心臟病不僅在湖北是個弱項，就是在全國，所有
的醫院每年只能做5萬例心臟外科手術，而需要做手術的
患者每年高達幾百萬人。這個巨大的市場，令謝俊明決定
開設心臟病專科醫院。
「經朋友引薦，我找到了剛退休的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

院院長朱曉東，我們的理念出奇吻合，他答應出任院長，
更邀得名醫朱國英和朱傑敏加盟。獲心臟病最頂級『三
朱』支持，加上他們的學生加入，醫療團隊一開始已是
『國家隊』，1999年，醫院正式開診。」

成功4要素 首要做出品牌
令謝俊明感動的是一次與病人偶遇，「我在醫院大堂，

有位長者上前跟我說，他是位退休工人，5年前做了心臟
手術。他說：『你的醫院讓我以前只能在電視劇裡看到，
我享受到服務與病人的尊嚴，我要代表武漢老百姓感謝
你。』」令他大感欣慰。他在總結辦院成功4大要素時
說：「一是做出品牌，二是要有病人，三是得到同行的認
可，最後才是醫生的收入及待遇。」如今旗下還包括：
「亞心醫院新疆醫院」，「武漢市第七醫院」。2013年投
入15億，於新城區的「武漢江城亞洲心臟病醫院」，預計
將於2016年投入使用。
展望武漢的未來發展，謝俊明強調，武漢正進入經濟發

展快車道，作為華中腹地，作為特大城市，已重回一線城
市定位。他希望港商把握機遇，「這個東方芝加哥將來一
定不得了！」

：
湖北省政協常委、武漢亞洲實業董事長謝俊明，30年前進入武漢，從第一家商住高層—漢港大

廈、第一家4星級酒店—亞洲大酒店，再到中國第一家民營專科醫院—亞洲心臟病醫院，令他不

斷創下事業高峰。他說：「最讓我有成就感的就是從事醫療。」成立15年來，武漢亞洲心臟病醫

院(亞心)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營業額每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亞心」已躋身全國3大心臟專科

醫院之一，做全省過半的心臟手術，心外科手術全國排第三名，介入手術全國前10名。他的醫院

令病人享受到「服務」與「尊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黃晨

■15年來，「亞心」資助5500多名貧困先心病患兒童重獲健康，實現新夢想。

■■湖北省政協常委湖北省政協常委、、武武
漢亞洲實業董事長謝俊漢亞洲實業董事長謝俊
明明。。 記者潘達文記者潘達文攝攝

發
展
大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