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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年前年前，，伍淑清進入伍淑清進入

內地內地，，創辦中國第一家創辦中國第一家

合資企業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北京航空食

品有限公司品有限公司，，獲得了中獲得了中

國國「「001001」」號合資企業許號合資企業許

可證可證，，成為中國改革開成為中國改革開

放進程中的標誌性放進程中的標誌性

事件事件。。4040年後的今年後的今

天天，，伍淑清向香港伍淑清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回憶起文匯報記者回憶起

「「001001」」號的初創經歷號的初創經歷，，

一面感慨滄海桑田的巨一面感慨滄海桑田的巨

大變化大變化，，一面勾畫進一一面勾畫進一

步發展的新願景步發展的新願景。。

■■文文：：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馬靜馬靜、、楊帆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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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首家合資企業創辦人伍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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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伍淑清心得多多。繼往開來，她建言有
三：外商投資要切入內地的發展需求；地
方招商引資要改善營商環境；國家擴大開
放要引進外國人才。

環境雖現巨變 效率尚需改進
在伍淑清看來，外商開拓內地，看重的
是龐大市場，同時亦應契合內地需求，彼
此了解真誠合作，才能實現互利共贏。北
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就樹立了成功標杆，
此前從未出過境的管理層和員工獲得培訓
機會，去香港了解食品行業，走向世界認
識國際市場，為內地培養了一批人才；在
食品安全、衛生處理、原材料加工等領域
引進了一整套經驗和技術，許多企業和部
門慕名前來參觀學習，推動了整個行業的
競爭力。伍淑清認為，「內地對外開放，
不僅需要資金，更需要先進的經驗技術和

優秀的人才。」
40年來，內地的營商環境已經發生了巨

大變化，但還有改進空間。伍淑清指出，
有些政府部門落實外資政策需要加強，簡
化辦事手續有些滯後，履行合同應重視信
用。在一些城市，外商投資的法律保障問
題備受關注。
適值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承諾開放大門

越開越大。伍淑清尤其希望中國在引進外國
核心技術人才方面邁出更快的步伐，並創造
更有吸引力的邀約條件，比如提供工作和生
活的充分便利。在她看來，「粵港澳大灣區
就是引進人才的實驗區，應該做出一個能讓
各方人才長期定居工作的規劃。」
作為率先進入內地的港資代表，伍淑清

相信，「香港國際化程度高，市場信息靈
敏，金融服務具有優勢，香港可以在引進
技術人才、提供市場動態、金融服務等方
面發揮更獨特的作用。」

坐在香港文匯報記者面前的
伍淑清，儘管頭髮已經花白，
步履略顯緩慢，但精氣神一如
既往：着裝簡約而幹練，目光
平靜而篤定，話語溫和而清
晰。
伍淑清之所以被稱為「001小

姐」，因其創辦了註冊號為
「001」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
業，也因其敢為天下先的勇
氣、執着和能力。憶及當年創
辦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時，她
說：「國家要開放，對我們而
言就有很多機會，我們一定要
『跑進來』才行。」
事實上，改革開放40年來，

伍淑清「跑進來」的步伐始終
沒有停下：在內地成功興辦幾
十家合資或獨資企業；創設基

金會、獎學金等多個公益機
構，投身慈善和扶貧事業，扶
助下一代的教育成長；響應
「一帶一路」倡議，以世界貿
易中心協會為平台，帶領上百
個國內外團體，推動中國「引
進來、走出去」……

下個十年計劃 集中家居養老
被問及下一個十年的計劃，

這位至今未婚的伍小姐透露：
「我在考慮家居養老問題，老
人們在家中怎樣照顧自己，給
自己檢查身體，如何配置醫療
設施和服務……事實上，我已
經在做了。」
看來，已屆古稀之年的伍淑

清，絲毫沒有放慢步伐，她仍
然是那個「001小姐」。

「當時，公司審批手續一
直辦不下來，5月1日通航的
時間又已經訂好，民航局負責

人跟我爸爸說，『老伍，我們都是中
國人，您個人能不能幫忙先墊付費
用？』」伍淑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回憶道，「我爸爸聽到這句『咱們
都是中國人』後，不到一分鐘就決
定自己先墊付500萬港幣。」

通航在即 審批未過
1979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

平訪美並簽署中美通航協議，決定
1980年5月1日中美通航，當時正
在洽談合資經營的北京航空食品有
限公司承擔飛機配餐任務。然而，
到1979年11月份，關於公司的審
批還一直沒有下來。
伍淑清披露，「因為是第一家合

資企業，當時國家引進外資企業管
理委員會，開會研究了二三十次還
沒有定下來，但是通航在即，民航
局負責人就與我爸爸商量，讓我爸
爸墊資訂購機器設備等」。
「我爸爸也就想了不到一分鐘，

因為中間還要通過翻譯解釋。我爸
爸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我也相信
國家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做成。當時
沒有合同，沒有擔保，也沒有任何
簽字，500萬港幣在40年前是一筆
不小的錢，一句『我們都是中國
人』，便一錘定音了。我祖父我爸
爸他們都是歸國華僑，非常愛國。
國家有需要，他們就會盡力。」

「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籌到資金後，北京工廠隨即開始

建設，但挑戰再度來臨。美國航線
對航空配餐要求嚴格，要達標就需
要進口歐美設備，但是當時歐美仍
對中國實施禁運。「我爸爸就以個
人的名義，從美國購買設備，在香
港訂貨付款，承擔了所有責任。設
備到香港後，又想辦法將設備運回
內地。」

到1980年4月北京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終於拿到審批許可時，工廠已
經生產，伍淑清將這家中外合資企
業比喻為「先有蛋，後有雞」，
「冒了些風險，想了些辦法，最終
在通航時確保了合格的餐裝配送。
民航局負責人因此送給我們八個字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體現
了合資企業秉承的共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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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改革開放 歸納三大心得
設基金會辦慈善
北上步伐從未緩

祖籍廣東台山，1948年9月出生於香港，美心集團老闆伍沾德之
女。畢業於香港嘉諾撒聖心書院，美國加州Armstrong學院。現任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全球世界貿易中心協會終身
名譽理事。1997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1999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銀
紫荊星章。

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1993年
被國務院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聘請為香港事務顧問，第七、
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1978年被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88年被選為香港「十大拿破
崙商業奇才」，1990年被評為「香港優秀青年企業家」，獲得青
年工業家獎。1978年，中國剛剛宣佈改革開放，合資企業未正式

出台，伍淑清應國內之邀即協助其父伍沾
德 先 生 首 開 了 中 國
「001」號合資企業北京
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後又
建立富華食品有限公
司、北京航空地毯廠
等16家合資企業。

■北京航空食
品作為第一間
合資公司，其
批覆通知別具
歷史意義。

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

「1978年底，我們11個香港人獲邀到內地考
察。12月10日從羅湖走路過橋到深
圳，再坐火車到廣州，又到成都和
重慶。」時隔40年，伍淑清依然清
晰地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內地的每一
個細節。「12月23日那天，火車廣
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中
國決定改革開放。當時我還聽不懂
普通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
翻譯說，國家歡迎你們港商進
來。」
正是這次破冰之旅，讓伍淑清萌
生了到內地投資的念頭。恰巧，
「回到香港後，當時的新華社香港
分社社長王匡對我爸爸說，『伍先
生，國家希望您到內地做航空食
品，因為國家開放後，要跟國外通
航。歡迎你到北京談一談。』」
此後，作為父親伍沾德的代表，

伍淑清頻繁往返於香港與內地之
間，就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合作
事宜與有關部門展開密集磋商。對
於合資辦公司，當時內地沒有先例
和法規可循，純屬「摸着石頭過
河」。面對一系列難題，伍淑清沒
有退縮。「國家剛提出改革開放，
民航局說，只有14條文件是關於做
公司的，這些對擬定合營協議遠遠
不夠，我就在香港找律師把一些英
文法律和章程翻譯成中文，再到內
地對稿，有什麼困難，就想辦法解
決，經常工作到深夜。」

一定要「跑進來」
因為交通不便，伍淑清每次到內
地都要幾經周轉，往往耗上整天。
「現在香港到北京不過三個小時，
當年我每次都要從香港坐火車到廣
州，再坐飛機到北京，早上10點鐘
從香港出發，到北京已經晚上9點
多，經常吃不上晚飯。」伍淑清
說，「儘管如此，國家要開放，對
我們而言就有很多機會，我們一定

要『跑進來』
才行。」
據了解，當

時與民航局接觸、想參與航空食品
合作的還有日本、北歐、新加坡等
地的外資航空公司。伍淑清說：
「日本要求自己國家飛機享有優先
降落權，新加坡當時沒有合資法，
北歐要求中國與他們的律師談，而
當時內地還沒有律師。而國家覺得
我們是同胞，溝通起來更容易，大
家的理念是相通的。」

小平表態「001」誕生
1980年3月初，距離中美計劃通

航的日子不足兩個月時間，公司的
許可證仍然沒有批覆下來。伍淑清
回憶道，當時民航局負責人非常着
急，跑去找鄧小平。聽說由港人來
做，鄧小平只問了一個問題：他會
不會做麵包？做的麵包掉不掉渣？
在得知伍沾德經營的餐廳做麵包沒
有問題，且有愛國背景後，鄧小平
當即表態：批下這個合資公司。
1980年4月12日，伍沾德終於拿

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管理
委員會外資審字（1980）第一號》
許可證，成立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
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
司。5月2日，中美通航後首架美國
飛機飛離北京時，機上配餐就出自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40年過去了，北京航空食品有

限公司的每天訂單從最初500份已
經增至如今的10萬份。繼北京航
空食品有限公司之後，外商投資
通過合資、獨資、合作等形式不
斷湧入中國內地。截至2016年，
中國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為86.45
萬家。從第一家合資企業初創時
的波折，到而今中國成為全球投
資者的樂土，恍如隔世的巨大反
差，見證着中國對外開放的偉大
歷程和成就。

■■北航食品成立初期的配餐樓外貌北航食品成立初期的配餐樓外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北航食品合資簽字儀式。中方代表為夏衍，港方代表
則是伍沾德。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伍淑清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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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航食品每天北航食品每天
的訂單從的訂單從4040年前年前
的的 500500 份增至現份增至現
在的在的1010萬份萬份。。

北航食品供圖北航食品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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