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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家族企業革新走向現代化
余義明：管理百年老字號 不可家長式領導
/
中藥是傳統產業，面對着 21 世紀的
社會急速發展，加上西方醫學普及，年
輕一代對中藥的認識不足，令很多傳統
中藥商均面臨經營上的困難和後繼無人
等問題，而且舊有的經營手法令守業更
■余仁生積極開拓網
上消費平台吸引年輕
人，從官網可訂購薄
荷川貝枇杷膏。

難。不過，有 138 年歷史的知名中藥廠
商余仁生，卻藉着進行連串的改革，把

明。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梁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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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梁燕美 攝

義明任職集團行政總裁已經 16 年，他上
周出席香港總商會活動後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余義明表示，集團早在 1998 年便手改
變新產品的包裝和門市的裝潢，甚至改掉了歷
史悠久的商標。在生產、物流、銷售、管理等
各方面，余仁生都進入了企業化的管理模式，
並逐漸有更多非家族成員的人士出任公司的管
理層，務求淡化家族企業的形象。

余

他指出，2009 年，余仁生的業務進行深化改
革，包括傳統湯料、涼茶、補品等所有產品，
包裝均以輕便為賣點。另外，最為經典的「白
鳳丸」，亦由以往的蠟封包裝，慢慢演變為膠
囊包裝，以配合市場上的需求。同時，余仁生
又與大學及其他機構，共同研發新的產品及提
升舊有產品的功能。
余義明認為，要管理一家百年老字號，絕不
是需要家長式的領導，「企業需重員工的團
隊精神，方可令員工有更大的發揮。」他又認
為，家長式領導已經過時：「身為一個領導

▼

團隊精神有助員工發揮

集團商標由「冠軍
杯」標誌改為「樹」的
圖案，並加入英文名建
立國際化品牌形象。

人，不可能熟悉每一個範圍，而且這樣會令公
司變得欠缺新的活力。」
他表示，現時公司正面臨不同的挑戰。「最
難是尋找合適人才，找到一個適當的人，方可
以幫公司解決問題。」他又希望，可以引入年
輕的新一代，從而幫助集團開拓年輕人市場。
余義明坦言：「我們並不能夠改變年輕人的喜
好，但公司會盡量增強社交媒體的發展，以便
配合他們。」

在線推廣拓年輕人市場
然而，要開拓新客源，與此同時又不能讓舊
有客戶群流失，是另一個難題。他解釋指，中

粵港澳大灣區極具潛力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
051 展規劃，這標誌在內地形成了
華北（京津冀）、華東（長江經
濟帶）及華南（粵港澳大灣區）的三大區域經濟
戰略格局。雖然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內地三大灣
區中GDP最高的區域，但以進出口總額來看，環
渤海灣和環杭州灣兩大灣區合計，亦遠不及粵港
澳大灣區，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對外開放程
度較高，未來或有較高的發展潛力。未來大灣區
規劃發展過程中，基建交通、高新技術、金融、
地產四個主要領域最可能受益於政策。

珠三角「生活圈」料促發展
大灣區具有地理優勢，向內可延伸至湖南和江
西等中部城市，向外則可通往東南亞、中東和歐
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東省發改委於 4 月
底發出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三五」
規劃，表明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形成輻射國
內外的綜合交通網絡。筆者相信大灣區的具體建

藥對於新的一代而言，不可能使用傳統的包裝
及經銷手法，所以一定要重新設計包裝、市場
推廣，迎合不同的消費層。
因此，余仁生的產品不僅在專門店售賣，近
年還積極開拓網上的消費平台，集團更於 2008
年在中環成立第一間綜合醫療中心，把經營模
式多元化發展。余義明續指，集團會在未來繼
續訓練店內的前線員工，提升他們對產品及中
藥的知識。因他深信，員工掌握更多的知識，
才可趕上時代的變化，員工培訓是企業最重要
的一環。公司亦會舉辦更多的工作坊，促進彼
此之間的交流，確保品牌能夠對準市場。他又
指，未來公司會在香港開設更多的分店。

百－年－發－展

這背後離不開家族第四代繼承人余義

看好未來發展 投身家族業務

原本守舊的家族經營變成現代化企業，

一百多年前，余仁生的
創辦人余廣在 1873 年離開
佛山，遠赴馬來西亞，他
親眼目睹有不少華人礦
工，為了消除疲勞而吸食
鴉片。有見及此，余廣便
運用祖傳的中藥知識為礦
工治療，並開設第一間藥
材店──「余仁生」。

其後，余廣的長子余東旋接
手經營，成為余仁生第二代傳
人，他續而將業務拓展至錫礦
及銀行等，並且把總部遷至新
加坡及進軍香港市場。惟其時
家族糾紛不休，公司業務發展
緩慢。余義明認為，余仁生當
時最大的問題是股權問題。由
於其祖父將余仁生股份平均分
給十三個兒子，而且每人只擁
有約 6%的股權，基本上並沒有
最大股東，引致業務發展不景
氣。
余義明稱，從小父親已經嚴

耶倫放「鴿」 利港股造好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設措施或於未來陸續出台，珠三角地區或建成
「一小時生活圈」，有助帶動民生經濟活動，如
休閒旅遊及消費。筆者預料珠三角城市群將進一
步擴大，並產生溢出效應，加快二三線城市如佛
山、惠州及江門地區的基建及地產發展。

股份

港金融產業演重要角色
深圳創新科技產業較強；東莞是全球最大的製
造業基地之一；廣州的汽車製造業、高端裝備製造
業具有優勢；香港是環球金融中心；而澳門則是亞
洲其中一個主要的休閒旅遊及博彩中心。粵港澳各
地的產業結構各有不同，大灣區發展可望結合各地
區的產業優勢，帶來協同效應。當中，香港金融服
務業從中扮演重要角色，利用香港金融產業優
勢，建立大灣區金融核心圈，加強對科技及高端企
業的貸款支援力度。同時，亦可憑藉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及完善的金融法規，幫助區內科技及
高端製造企業連接國際市場。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
議）

過去家族問題礙發展

厲地告訴他，家族的政治問題
很嚴重，而且他的表兄弟姊妹
人數眾多，所以「不要想（家
族生意）了，要有一番自己的
事業。」因此，他直言從來也
沒有想過加入經營家族生意的
念頭。
余義明雖在香港出生，但不
久已移居新加坡，之後在英國
完成法律學位。畢業後，他曾
任財務管理、投資銀行、百貨
零售、金融證券、電腦經銷等
行業。1989 年，余義明毅然將
自己的公司轉讓給生意夥伴，
並接手余仁生的業務發展，因
為他認為傳統的中藥會有很大
的發展潛能，決定投身現有的
家 族 事 業 。 1993 年 ， 他 花 了
2,100 萬新元，收購散落的余仁
生股權，並將其現代化及國際
化。官網顯示，余仁生在香
港、澳門、內地、大馬及新加
坡擁有超過 300 間門市，另於香
港、新加坡及大馬經營 20 多間
中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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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道指
及標普 500 齊創收市新高，刺激港股預
託證券（ADR）普遍向上，按比例計
算 ， 恒 指 今 日 或 高 開 240 點 ， 升 穿
26,600 點水平。在各隻 ADR 當中，以
騰訊（0700）的 1.5%升幅最突出，獨
力推高恒指46點。不過，永豐金融研究
部主管涂國彬認為，騰訊雖然開始反
彈，重返 280 元之上，但手遊的經營壓
力仍在，料還要再作調整。不過，由於
全球大市受聯儲局主席耶倫近期的「鴿
派」言論刺激，市場風險胃納增加了，
相信對利率敏感的股份可續向好。

內銀股短期仍有上調空間
他表示，恒指上半年表現強勁，一
舉連漲 6 個月。縱觀整個 6 月的升勢漸
緩，更一直乏力突破 26,000 點關口，

ADR於美國

較上周五

收報(港元)

港股變化(%)

匯控(0005)

75.26

+0.1

騰訊(0700)

289.25

+1.5

中石油(0857)

4.91

+0.6

建行(0939)

6.46

+1.0

友邦(1299)

58.64

+0.9

國壽(2628)

25.32

+1.2

令投資者一度懷疑大市或要轉勢。但
從本周開始，恒指找到支持，連升 5 日
上漲逾千點升幅，主要因耶倫的言
論，令對息口敏感的股份，如內地金
融股、地產股等接力向上，成為支撐
大市的主力，他料港股短期內仍有上
行空間，當中特別看好內銀股。
近來美國經濟數據並不全然理想，
讓投資者開始質疑經濟增長的動力，
從而預計加息或有所延後，甚至有意
見認為，美國要到 12 月才會再加息，
而耶倫暗示加息的空間未必很大，更
引證了市場的推測。
涂國彬表示，港股又快將進入業績期，
企業表現將成為重點。後市方面，他認為
連升多日後，大市難免有調整的需要，或
需回調至26,000點支持位，而要進一步
突破，還需要積聚更多的量能。

投資者續看好質優內房股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也認為，
港股這一波五連升，令短期累漲幅度已
過多，相信短期恒指的升勢將會收斂，
但板塊輪動保持良好，有利大市保持穩
中向好的發展。繼內銀股和內險股急漲
一波後，內房股也出現全面走高的行
情。他指出，質優強勢的內房股，投資
者可以繼續重點關注。
以技術而言，恒指累漲逾 1,000 點，
但港股目前的沽空比例不足一成，反
映恒指在 25,800 至 26,000 點已建立了
支持區，只要守穩該水平，料可保持
穩中向好的發展。由於中期業績期將
至，投資者可特別留意一些半年業績
理想的股份，或者率先發盈喜的中小
型股，相信有一定驚喜。

信利國際四川建顯示器基地涉資 404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信利國際（0732）
日前與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在
成都簽約，信利國際將在仁壽
縣文林工業園區建設第 5 代
TFT-LCD 項目和第 6 代 AMOLED 半導體顯示器件生產線，
項 目 總 投 資 404 億 元 （ 人 民
幣，下同）。
仁壽縣委書記秦彪介紹，第
5 代 TFT-LCD 高端車載及智能
終端顯示工廠計劃總投資 125
億元，建設周期為 20 至 24 個
月，擬於 2017 年 10 月開工，
■信利國際與四川仁壽簽約，項目總投資 404 億元人民 2019年底投產。
產品定位於中小尺寸顯示市
幣。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場，涵蓋 1.3 至 21 英寸各規格
系列，產品應用包括車載顯
示、工控醫療、智能家電、智
能辦公、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等 。 項 目 產 能 為 大 板 （1100
× 1300mm）14 萬片/月，將
成為全球產能最大的一條第 5
代TFT車載顯示屏生產線。
AMOLED（柔性）屬於新
一代顯示技術，信利國際第 6
代 AMOLED（柔性）半導體
顯示器件生產線總投資 279 億
元，建設周期 22 個月，擬於
2018 年 10 月開工，2020 年投
產 。 產 線 大 板 （1500 ×
1850mm）3萬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