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才於香港，上世紀90年代初期赴京

尋商機，令事業再創高峰，賺得人生的第二桶金，亦因此與政協

結緣。北京市政協委員李鋈麟坦言：「人生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事，20多年的北京情緣，現在身兼北京順義區及北京市政協委員，10多年的政協

生涯，令我學到好多，倍加珍惜。」李鋈麟每年的政協提案均以民生為主，2013年

提案《垃圾分類應從源頭做起，以「人」為本戰無不勝》獲優秀提案獎。今年則以

《真正文明上網，由改造網吧開始》，呼籲當局正視青少年沉迷網絡問題，引領下一

代進入文明上網的新時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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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京經商結緣政協上京經商結緣政協
每年提案均重民生每年提案均重民生

1993年，李鋈麟獲悉一間擬上市的奶粉公司缺乳
牛，李鋈麟隻身前往北京順義區大手筆成立生
態乳牛養殖基地。當年順義相對落後，但土地
多，租金平，更要求一租就租50年，只能做農
地用途。養殖場的經營遇到很多問題，不夠
錢、要同人「借牛」等。

深信「扛過去」好事自然來
面對困難，李鋈麟說：「『扛』字在我的字
典裡非常重要，我一直堅信『扛過去』，就會
有好事發生。」
當時30歲的李鋈麟克服語言、文化理念的差

異和經營面臨的各種問題，將養殖基地擴充到3

萬5千多頭乳牛的規模，成功達到奶粉公司的上
市需求，將乳牛買出，賺得近1億元。
事業的成功帶來的是個人和社會的雙贏，李

鋈麟的生態養殖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生態維護
作出了突出貢獻，獲邀任順義區政協委員，一
做就是13年。小試牛刀後，他陸續在內地投資
手錶、房地產、生態養豬、種菜等項目，並於
2007年晉升為北京市政協委員。

獻策改造網吧 免童「迷網」學壞
每年他都以獨特的眼光和深入的調查做提

案，為北京市建言獻策。今年他以《真正文明
上網，由改造網吧開始》為題，建議加強北京
市網吧規管，向小朋友灌輸正確網吧文化，建

議偏遠地區網吧交由農村便民服務站經營、進
一步重罰違規經營網吧等，以具體的措施，引
領下一代文明上網、安全上網。「我有時出街
看到街邊好多很小的黑網吧，裡面有人抽煙，
隨時可能引起火災，有時8歲的小朋友都在裡面
上網，會教壞小朋友，我很擔憂。」李鋈麟
說。

源頭分類垃圾 提案獲評優秀
2013年李鋈麟《關於垃圾分類應從源頭做

起，以「人」為本戰無不勝》獲評為優秀提
案。提案整合了歐美、日本及台灣地區在處
理垃圾方面的成功案例，提出經濟引導、政
策引領、領導重視、全民參與的建議，北京
市市政市容委認為提案與北京市垃圾分類工
作發展方向完全一致，參考性很強，將2013
年確定為垃圾分類管理年，重點建立和完善
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
處理等問題，提案為北京城市的建設作出積
極貢獻。
李鋈麟說：「每一個提案都受到重視，北京
是一個好開明的地方，市政協、統戰部、市
政府都很尊重和重視港澳委員的提案。現在
我每周都有一兩天飛北京，我會關注身邊的
環境，如霧霾、公益善慈、老年化等問題，
希望透過政協平台發聲。」

鋈
：

■李鋈麟2013年的《垃圾分類
以『人』為本從源頭做起》提案
獲評為優秀提案。 莫雪芝 攝

情繫內地善業 感染朋友加入

奇招「借牛」雙贏
逆向思維克難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鋈麟關愛
社會，每天都有開朗的笑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李鋈麟的成功並不是突如其來的，頭腦靈活、關注社會、逆向思
維、勇於嘗試，這些都是他成功的秘訣。年少由車房工做起，歷經
船務公司、TOP保險經紀、轉投金融界，李鋈麟憑肯幹肯學，走
出傳奇人生路。當年開辦乳牛養殖場時，牛的數量不夠，他突發奇
想，用「借牛」奇招，渡過難關。「資金不夠，牛的孕期又長，為

達到收購數量，只有向農戶『借牛』，我算過一頭牛大概一年幫農民賺
3,000多元，我給他們6,000元，只要出產的牛仔，不僅不用花大價錢去
買牛，也讓農民的收入翻倍。」李鋈麟說。

「鍾情」綠色環保先進技術
綜觀李鋈麟的投資項目，會發現他對綠色環保和先進技術青睞有加。

當年的乳牛養殖場現在成了有機蔬菜及養豬農場，「如今農場品牌─
『翠京元』，是北京獨家獲得牌照的有機示範農場。總佔地380畝，有
280個大棚，我們通過北京這個示範基地，一路擴展到東北三省，已有50
多個農場加盟。」
「中國的化肥使用量佔全世界的四分三，農藥佔三分二，量很大。所

以我希望能夠在內地推廣有機蔬菜，到現在已經推行了將近10年，投資
過億。我們從改造土壤開始，用有機肥做滴灌，在地底用一條管道連
通，噴施有機肥液體，完全綠色有機，效果很好。這項有機肥的配製和
技術來自美國一個朋友，可改善中國的土地，消除大量化肥和農藥的弊
端。在大家不看好的情況下，我們堅持了下來，現在每年的收益達三四
千萬。」多年來李鋈麟對綠色環保食品的持續投入，亦打響寶號。旗下
民惠食品的「合佳」品牌生態猪肉，在內地各大超市倍受歡迎。他透露
近期已承包寧夏3,000畝土地，專注做有機米的種植，或許這又將是另外
一個商業與環境雙贏的典範。

投資股市秘訣：人棄我取
逆向思維是李鋈麟投資股市的技巧之一：「大家都不看好的時候，我

會去買入，反而最好的時候，我賣出。沙士爆發高峰時，我收到資訊說
有藥可醫，雖然那時正是市場最差的時候，我依然決定大量買入，所以
沙士並沒有影響我的生意，反而是我投資的好機會。」正正印證了那句
老話，敢走別人沒走過的路，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李鋈麟現任中國新華
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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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佔」毀法制 資助港青北上
李鋈麟對社會熱點問題非常關注，對去年發生的違法

「佔中」，他表示很心痛。「香港社會本來是以法律為依
歸的，好多人來香港做生意，因為認可香港的法制，是公
平、公開、公正的，而他們正正破壞了這一點，破壞了香
港的公信力。」

「但也因為發生『佔中』，反映出我們對香港青少年的心態和思
想關注不夠，需要社會在未來不斷地關注。所以今年我在籌備資助
18歲以上青年學生每人5,000元，讓他們到內地自助旅行，親身去了
解真實的內地，並用5,000字寫下所見所聞。」李鋈麟透露該計劃擬
在年內推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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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界，李鋈麟有智慧有膽識，在生
活中，他是個充滿愛心的人。近年他更
將善業延至內地，並以關注婦女及兒童
等弱勢群體為主，「參加每一次活動，
我都覺得很感動，很有感觸。人生不過

百年，很有限，有能力就希望多做些。」他透
露：「好多朋友見到我做慈善，都很支持我，
有什麼需要他們支持的，他們都很樂意出錢出
力。」他以自己的行動影響身邊的朋友加入公
益慈善，無形中數倍增加了社會關愛的力量。
由他創立的鳳凰慈善基金會，為雲南彝良縣

蕎山鎮中心學校籌款建愛心橋樑，以解學生安
危。今年3月愛心橋落成，李鋈麟率義工親赴
山區採訪小朋友。「鳳凰慈善基金會愛心橋的
建成，讓小朋友可以安全上下學，當時坐了7
個鐘頭車，沿途都是山崖，顛顛簸簸地去到，

看到那裡的環境，很感觸，又捐了出500張鐵
床，500件羽絨。對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我
獎勵他們，帶他們到市區玩。雖然都微不足
道，幫助有限，但令他們看到社會的關懷及愛
心，我希望可以不斷做下去。」

謹記父教誨「盡量幫盡量做」
前年，李鋈麟帶頭捐資，並以鶴山（香港）

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名義籌得3,000萬，用於
援建家鄉廣東鶴山婦幼保健醫院大樓，改善該
院環境。「當時看到小朋友站在操場打點滴，
婦女在大廳哺乳。見者心酸，家鄉窮，醫院也
不能辦成這樣子。這是爸爸的心願，也是我希
望做的事。」李鋈麟說：「爸爸總是說，我們
人其實非常渺小，掌握不到任何事，如果有時
間有機會去做多些善事，就盡量幫，盡量

做。」
李鋈麟說：「我做事很認真，親力親為，樂

在其中，是我的座右銘。」多年來，雖公務繁
忙，但仍抽時間進修提升自己，目前他還有修
讀博士的計劃，「我一直覺得人一定要進步，
每日都要讓自己進步，進步不是說賺入多少金
錢，而是每天看了多少書，我每天都會看書，
看多看少沒關係，只要去看，就會有進步。」
在行善的過程中，李鋈麟一直都在思考總

結，他前年就讀英國南威爾士大學MBA時的
畢業論文亦是以慈善為題。「怎樣將慈善的
管理概念，集大成覆蓋到內地，這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我也一直在東華學習、思考，希
望有朝一日，可以將東華好的概念和模式帶
到內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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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鋈麟白手起家，事業
如日中天，身家與日俱
增，他選擇參與善業回饋
社會，目前身兼數十項社
會公職。如東華三院第二

副主席、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長、香港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
籌委會聯席主席、鳳凰慈善基
金會創會主席、鶴山（香港）
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執行主
席、香港李氏宗親會主席等。
其做善事一馬當先出錢不在話
下，更難得的是親力親為，出
心、出力、出時間，更笑言是
「樂在其中」。

東華概念模式 研移植內地
2009年，李鋈麟加入本港6
大慈善機構東華三院任總理，
現在已做到副主席，一年中至
少有120多天參與東華事務。
李鋈麟說：「東華有292個服
務單位，包括醫院、學校、社
會服務等，各個單位每年都有
大量活動，本身東華有過百億
資產，每年的業務超過60億，
所以整個工作量非常大。」
李鋈麟與東華三院的緣分源
於17年前。「東海叔（已故全
國政協常委李東海）看我長
大，他是東華的資深主席，
1998 年叫我加入，但當時太
忙，要四處飛，所以沒答應。
10年後他又來找我，說：『鋈
麟，你要為社會做點事，希望
你加入東華，我看好你。』結
果就不好意思再推，打算做一

年還老人家心願。結果進入東
華大家庭，發現東華做的好多
事都可以真正幫到社會，每一次
出席活動都很有感觸，現在我是
怕沒得做。」李鋈麟說：「我一
直在思考，怎樣將東華的概念和
模式搬到內地，怎樣可做到人人
捐款，內地人口多，每人捐5
元，籌5億善款亦不難。」
「我在東華已經7年，每次

去老人中心，探望公公婆婆，
跟他們聊天，老人家拉我的
手，讚東華，多謝我們來看望
他們，每一次都讓我很感動，
忍不住落淚。我很尊重老人
家，我覺得他們在前半生付出
心血為我們建設香港，現在他
們病了、沒能力，我們一定要
照顧好他們，不讓他們失落，
能做多少算多少。」李鋈麟
說：「但我覺得我們始終做的
不夠，社會還有很多需要幫助
的群體。」

工商聯辦購物節 聲譽日隆
此外，李鋈麟接掌全港各區

工商聯，即將會務盤活，前年7
月1日推出「全港購物節」活
力，吸引逾千家商戶參與，為
消費者提供最低優惠，連續3年
的「全港購物節」活動令該會
聲譽日隆。今年捐出100萬，
與另7家社團攜手參與「活力‧
愛慶回歸」，向基層家庭派發
10萬個福袋，分享節日喜慶。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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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鋈麟出席東華三院小學聯校畢業典禮。 資料圖片
■李鋈麟(左一)與先父李恩(右一)及兩弟弟李鋈發（左
二）、李鋈興出席鶴山市婦幼醫院落成典禮。 資料圖片

■李鋈麟(右三)出席全港各區工商聯發起的購物節活動。
資料圖片

■李鋈麟身兼公益金新界百萬行籌委會聯席主席，身體力行支持百萬行。
資料圖片

■李鋈麟親往雲南山區探訪，捐建鳳凰愛心橋，與小朋友在一起。
資料圖片

出
錢
出
力
回
饋
社
會

出
錢
出
力
回
饋
社
會

樂
在
其
中

樂
在
其
中

李
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