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身价数百亿，排列香港富豪第一梯队的超级富豪，他毫无富豪架子，常常让人

有眼不识泰山，以为他是一最最普通的百姓。他说：“我们又不是没有穷过？我又不是一

出生便是有钱人。”

他从扫地、抹台开始，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享誉世界的“珠宝大王”、“地产

巨子”、“酒店大亨”，并被数间高等学府授予博士学位。  

他常常劝自己的好友李嘉诚先生“别那么忙了，你还图个什么？”但笑完之后，

他自己又一直在忙个不停。

香港周大福珠宝、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



金铺杂工成为珠宝大王

郑裕彤1925年8月27日生于广东省顺德的一个贫

寒家庭，13岁时，因为日本侵略军进犯广州、香港，

为了逃避战乱，刚刚念到初中的他被迫辍学，只身去

到了相对平静的澳门，独立谋求生计：“那时候日本

人刚刚占领香港，我从家乡顺德到澳门去，家里有五

个兄弟，我是长子，时常连米饭都没得吃，只能吃稀

饭和杂粮。” 

对于郑裕彤在澳门的第一份工作，很多媒体报

道说他是首先在一家金铺里做学徒。我们和他谈到这

个问题时，他却对此作了不一样的解释：“误传啦，

这一直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事实上不对。”

事实上，郑裕彤刚到澳门时不是当学徒。“学

徒是打金器，学习怎么做黄金。我是扫地，抹台，抽

空出去学习人家怎么样做生意。”他身边的部属为他

补充说：“老板说自己不是学徒，意思是他刚到澳门

时，做的工作，连学徒都不如。”

郑裕彤当时所在的金铺，就是现在已成为著名

珠宝品牌的周大福珠宝公司的前身——澳门周大福

金铺。周大福金铺的老板周至元，曾在广州绸缎庄

做过伙计，和郑裕彤一家是患难之交，情同手足。

周至元和郑裕彤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二人的妻子

同时有喜，于是 “指腹为婚”约定了亲家。后来，

周家生了女儿，郑家生了男儿，恰好成了天生一对。

郑家的男孩就是郑裕彤，周家的女儿就是后来果真

成了郑裕彤太太的周翠英。

不过，郑裕彤当时并不知道之间的故事，因为

担心儿子以“郎婿”自居，不求上进，父母和周家一

致约定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所以，在郑裕彤眼里，周至元当时只是一个好

心收留自己的老板而已，他只有乖乖的从扫地，抹台

做起，而且做得勤勤恳恳。

对于很多传媒曾报道说他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

就从一个学徒成为了店铺掌柜的情况。他也作了更正：

“这又是一种误传，我当时做了差不多 4年的时间。”

他补充说：“我是在日本占领香港前到澳门去的，日

本人投降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结婚后一年左右，

才从澳门到香港开始自主经营生意。日本占领香港的

时间是 3年零 8个月，所以应该是 4年多的时间。”

1946年，郑裕彤从澳门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

了周大福分号，并全权负责店内的经营事务。跟很多

掌柜不同的是，郑掌柜显得有些“不务正业”，常常

只在店里呆5个小时，就跑到外面去了。

他说：“在澳门时我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喜

欢到外面去了解生意。我只在店里5个小时，绝不是

偷懒，不在店里面的时间，我是去看其他的店了，看

他们在怎么样经营，当时老板也认为我在偷懒，绝对

不是。我是去看别的店，做得好的，我要去看，看人

家为什么会成功，成功的因素的哪里？做得不好的，

我的希望是: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访香港周大福珠宝、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博士

毕亚军 /文

郑裕彤不仅是在内地投资最多的香港财团领袖，也是香港最

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财团领袖之一，为香港和内地经济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公认的杰出爱国实业家，但他自己却

对此十分低调，他说：“我基本上还是一个爱国的人”。



我也要去看，看人家为什么会做不好，我要从其他人

的经验中去学习。”

这种凡事爱找原因，爱思考、而且善于总结和

学习的习惯，让郑裕彤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1955年，他率先预见到珠宝业的发展前景，开始由单

纯的黄金转向兼营珠宝生意。

“黄金和珠宝基本上是同一个行业，如果光做黄

金不做珠宝，发展的前景就比较小，我刚到香港的时

候，香港的经济情况不好，到处还是破破旧旧的，就

像我们新世界参与旧城改造之前的北京崇文区。1950

年后，香港慢慢开始繁荣起来，我感觉到珠宝一定会

有市场。”

与此同时，周大福的老股东也把自己全部股份

转让给了郑裕彤，已成岳父的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

股份，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他，让他彻底担负起了独

立经营周大福的重任。

一场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也随即开始。

当时的香港，金铺比比皆是，竞争十分激烈。

那时，黄金成色一律为99金，郑裕彤负责全权经营

后，立即大胆投资，首创了9999金，开创出金饰制造

的新工艺，同时也领导了消费领域的新潮流，让周大

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

他回忆说：“周大福一开始是卖 99 金的。但当

时市场上很多商家把 94、95 的黄金都当成 99 金来卖，

这种情况下，买家对真正 99 金的信心也就不是很大

了。所以我提出，我们不要做 99 金了，要做 9999 金，

跟他们拉开距离。大家都反对我，说99金已经很强了，

还做什么9999呢，如果做9999，一年会少赚很多的钱。

我很有信心的告诉大家，先做一年看看。结果，不到

3 个月，成绩就很明显了。那时，有很多人把买来的

黄金拿去押店（典当），香港有很多当铺，你把黄金

拿去抵押，他就可以给你钱。抵押的人把其他金铺的

黄金拿去，当铺一般给 270 或 280，但周大福的黄金

在当铺可以拿到 300 块。因为当铺老板都知道周大福

的黄金是 9999，所以价钱就高。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根本就不用我们打广告的。”

9999 金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后，吸引了大量顾

客纷纷前来，为周大福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60年，已将周大福金铺更名为周大福珠宝行

的郑裕彤又从企业内部构架上再次改革，将周大福珠

宝行改成香港金饰珠宝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

“周大福有限公司”，并将部分股份派分给优秀职

员。同时，还率先改叫“分行掌管”为“经理”；改

“帐房”为“财务人员”，一切都按现代化企业去管

理和规范。

改革的效果也很快显现出来：“1960年成立有

限公司，一年可以挣200多万，那时200多万差不多相

当于现在的2个亿了，全是我自己的。挣钱多了嘛，

让想到要员工有份。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所以

我要考虑怎么样集中大家的力量来做好公司。员工有

了股份以后，工作热情高，对公司很忠心，就能以集

体的力量来做一件事。有限公司成立两年以后，公

司一年竟然可以挣到500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

绩。公司的业绩一倍一倍的翻，我挣了钱，也一年接

一年的给员工分，他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很多员

工在周大福做了60年，不少最开始的员工到今天还跟

我在一起，永远不会离开。”

让员工好，自己好，大家都好，是郑裕彤做生

意的一个原则。

而改 “分行掌管”为“经理”；改“帐房”为

“财务人员”则显出郑裕彤作为一个生意人的精明

来。他说：“你叫他掌柜还是经理，是不用花钱的。

他喜欢叫经理，你就改为经理，这样他很开心，大家

也都开心。不花钱又能让大家开心的事情，当然值得

做啦。”

就在采访郑裕彤期间，内地一本财经杂志正好

推出一组叫“学会让名”的专题报道。其核心思想是

说，从现在开始，企业家在管理员工时，除了金钱、

物质、股权等激励手段之外，还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问

题：要学会让名给员工。做这组报道的人，可能不知

道，在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40年多前，郑裕彤就已经

成功的破解了这个难题。

从单纯的黄金拓展到珠宝经营后，郑裕彤十分

关注国际珠宝饰品的发展趋势。在发现许多极有身份

的西方女士，都喜欢佩戴钻石饰品而不是黄金饰品的

情况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钻石业。

但钻石却不是一个容易做的生意。钻石的主要

来源地南非对钻石的出口采取的是牌照配额制度，按

照规定，必须是持有“戴比尔斯”牌照 ( 现称国际钻

石商贸公司 ) 的交易商，方可批购钻石，而且取得这

种钻石牌照非常艰难。当时全世界仅有 125 张这种

牌照，整个香港也只有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一



家拥有这种牌照，因为困难，很多希望做钻石的批钟

表商都不得不放弃了目标，一些业内人士干脆形容：

“要从戴比尔斯购到钻石，简直比从天上摘星星还难”。

郑裕彤没被吓退，他不但使周大福顺利拥有了

“戴比尔斯”牌照，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成为香

港最大的钻石进口商，每年的钻石入口量约占全港的

30%。他是怎么办到呢？

“我当时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在南非做钻石的厂

家，他有 8 到 10 个经营钻石的牌照。我和他的关系

很好，于是他就供应钻石给我，很快就在香港打开市

场。我同这个朋友做生意 10 多年，后来他年纪大了，

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想把厂卖掉，我就顺理成

章的把它买下来了。这个厂家是南非最大的一个钻石

厂，买下他的牌照和生意以后，我们自然也就成了南

非最大的钻石厂家了。我开始是不懂得怎么去打磨钻

石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全懂了。” 郑裕彤回忆说。

购买下南非的厂家后，周大福在香港珠宝界迅

速崛起。“至今，周大福在南非有差不多500个工

人，在中国内地有1000多工人，这个数字还仅仅只是

打磨钻石的。如果包括制作其他饰品的员工在内，周

大福有4000多人的巨大规模。而且都是做加工、制造

和设计的，不包括管理、销售等等其他人员在内。每

年生产首饰超过 250 万件。”谈到珠宝事业，郑裕

彤总是满脸的喜悦。

对于珠宝，郑裕彤不但是用智慧在经营，用勤劳

在经营，更是用心在经营。他不但对做珠宝生意极有兴

致，对珠宝本身也是爱得深切。即使在产业拓展到更多

的领域之后，他最关心的依然还是珠宝业。而且这种关

心远远超出了赚钱或物质的范畴，更成为了他内心世界

一种美好的情结和精神寄托。周大福在他的悉心照料之

下，不断的创新设计和制作工艺，改进和完善服务，得

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90年代初，周大福推出以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制

定的“一口价”，不但大受欢迎，而且还成为“货真

价实”的另一代名词。内地市场发展起来后，周大福于

1998在北京建国门贵友商场开设了第一间专营店。2001

年，针对新兴的市场，郑裕彤又成立ctf 2周大福年青新

一代，并在香港九龙湾德福商场开设了第一间分店。

通过这样持续不断的创新经营，周大福成为了香港

及中国内地最著名的珠宝首饰品牌，并在东南亚市场

享有声誉。2005年，周大福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评估报告中获评为第58位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成

为前200位的唯一珠宝品牌，评估品牌价值为 82.75 

亿元人民币。2005 “周大福”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进一步确立其主导

品牌的地位。于此同时，其在内地的分行也超过300

家之巨。

周大福也发展成为一个拥两家专业公司（以专

注投资业务为主的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和以经营周大

福品牌钻石金饰生意的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的

集团企业，总资产值超过 50 亿美元，经营业务遍布

全世界，共雇用员工约8 万人。其中，周大福珠宝金

行有限公司在香港及国内的珠宝首饰行业里，每年销

售额均是市场第一位。

在珠宝业所取得的成绩，不但为郑裕彤积累了亿万

财富，为他进入地产、酒店等多元业务经营打下了基础，

也让郑裕彤引导了香港整个珠宝业挑战传统，寻求崭新发

展的一场空前革命，为香港珠宝业今日之繁荣景象作出了

巨大贡献。

变身世界商界巨擘

在珠宝业做得如火如荼之时，郑裕彤看准了新的

机会：地产。虽然早在1957年就涉足地产生意，投资

建设了跑马场的蓝塘别墅、香港大厦，60年代中后

期，香港动乱、地价低迷时，也收购过一批地产，但

郑裕彤真正在地产业出人头地还是从1970年开始的。 

1970年，郑裕彤成立了新世界发展公司，并于

1972年在港交所上市。之后，他将一片凄凉的码头旧

地开发成了拥有两家豪华酒店（新世界、丽晶）、几

十万英尺面积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

豪华住宅的新世界中心。30多年后，丽晶酒店的营业

总额依然高居世界十大酒店之列，新世界中心也仍是

尖沙嘴的招牌建筑。

同时，郑裕彤还策划、完成了“碧瑶湾”高级住

宅区。在荒山野岭之上，建立了一个占地80万平方英

尺规模的宏大住宅工程，兴建大小楼宇50幢，而且配

套设施齐全，有儿童游乐场、游泳池、网球场等，依

山傍海，成为了香港高级住宅区的样板工程。

1985年，新世界发展公司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密

切合作，兴建了香港展览中心。该中心成为香港80年

代五大建筑之一，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并成为香

港回归祖国庆典的主要场地。

1988年，郑裕彤又与李嘉诚、李兆基一起合



作，开展了一个当时投资就高达20亿港元的海外投资

计划，买下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将其发展

成一个现代化的太平洋城。

谈起在地产上的这些大手笔，郑裕彤说这全是

因为他看好了发展的时机：“我看准了一点，60年代以

后，外地到香港的人很多，每年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

增加。这么多人，一定需要给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

我可以很大手笔的把地买下来盖房。”

我曾问他，对于这些项目，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他回答得简单而又肯定：“没有。”

通过地产赚取到巨大利润后，郑裕彤开始领导 

“新世界发展”不断向多元化、跨国型集团企业进

军，将业务范围推广至酒店、传播、电讯、能源、交

通、基础设施、百货零售等行业，投资分布除香港及

内地各大城市外，还远至英、美及东南亚等几十个国

家与地区。

期间，他还先后成功地接管了拥有十多艘远洋

巨轮的香岛船务公司，拥有了大老山隧道27.5％的权

益，亚洲货柜有限公司46.25％的权益以及澳门旅游

娱乐15％的权益，并在新加坡合资创办了新达城投资

有限公司，在加拿大收购石油公司，投资兴建酒店、

商厦，在美国买下华美达酒店。

目前，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已成为香港四大地

产商之一，拥有超过1200亿港币的市值，在世界各地

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多达100多家，并在全世界控股

或管理了超过100家的豪华酒店。

郑裕彤本人也不断的出现在世界各大富豪榜的

榜单之上，并在全球名列前茅，成为世界著名的超级

富豪。

郑裕彤将自己的成功归功在勤劳和诚信上，并

视其为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勤劳肯定是要的，但

最主要的是待人接物，还有呢，就是要诚实、对人忠

诚，不欺骗人。我一直有很多的朋友，我对他们很真

诚，他们对我也很真诚，朋友多，可以给自己很多的

帮助。”

谈到对于企业员工的选拔与考核时，郑裕彤说：

“现在对员工的选择和考核，我已经很少去管，因为

有人事部门专门负责。在没有这么科学制度化的时

候，就是看人，看人的品德和能力好不好。跟员工之

间，不在于你给他多少钱，关键在于你要同他交往，

交心，要有一种友好的关系，有一种亲切感。员工跟

我，是朋友，不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钱肯定要付，

因为人家要回家吃饭，但有时人家生病了，住医院，

只要我知道，一般我都会去探望他们，慰问他们。”

被问及什么地方是自己最喜欢投资的地方时，

郑裕彤回答得十分的坦诚：“能有钱赚的地方我都喜

欢。在内地，我们的投资已经进入回收期，但只要有

机会，还会继续做。”

从 1983 年在广州投资兴建全国有名的“中国大

酒店”起，郑裕彤开始大举到内地投资，并专门成

立了新世界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交由其公子郑

家纯负责经营。到 2004 年时，新世界集团已在内地

投资超过 450 亿元港币，是香港在内地投资最多的财

团企业。

郑裕彤在内地地产上的投资，最为人关注就是，

大举投资，大量奉献的郑裕彤先生一直是最受国家领导人欢迎的港商之一



他与很多香港地产商有着明显的不同。多年来，新世

界在内地做了很多利润不高，麻烦不少，难度不小的项

目。与武汉市政府合作 “居屋计划”，在北京崇文

区做旧城改造等等，担负了很多原本是政府应该担负

的责任。

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郑裕彤说：“我是一个中

国人，我希望能为中国的政府和百姓尽到自己的力

量。我到武汉的时期，看到部分市民的居住环境很

不好，就希望帮武汉市政府把房子盖起来。香港有

一个‘居者有其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实用房。

于是，我就在当地建了很多的经济适用房。北京崇

文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一家一户的到小胡同里看老

百姓的居住和生活，看到老百姓生活都是很困苦

的。这样的环境，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中心，

让人很不舒服。对于这些投资，我们从来没有希望

能赚多少钱，但花钱投资总是要有代价，所以，只

要把利息收回来，能帮助国家，帮助老百姓，我就

满足了。我认为自己基本上还是一个爱国的人。如

果有人看过崇文区以前的旧照片，就会知道我们的

努力和成果，现在的崇文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面，新世界做了好多的事情。比如说崇外大街

是我们开宽的，水、电力管道也都是我们完成的，

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工程之一。”

奉献社会  目标永远无止境

谈到崇文，郑裕彤说：“7月份到崇文区参观了

一个学校。小学生在那里唱歌跳舞，欢迎郑爷爷，很

开心。他们开心，我就更开心了。”说到“他们开

心，我就更开心了”时，80高龄的他笑得满脸的慈祥

和天真。他身边的同事，对此则有更多的体会。“老

板这种开心是发自内心的，每次我们说到这些，他都

笑得好开心，好满足。”

郑裕彤历来以贡献社会为人生目标，他说：

“挣了钱，总要做一点事，尽上自己的责任。比如在

顺德，那里是我的家乡，我同我的同乡李兆基先生，

就一起在那边作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另外呢，根据中

国目前的情况，在慈善的安排上，我比较注重的是教

育和医疗。”

从1980年开始，郑裕彤便不断的大量捐赠款项

给家乡顺德以及内地的教育和医疗事业。以先父名

义设立“纪念郑敬诒奖学金”；捐赠1000万给广州科

技进步基金会；捐赠1400万在广州医科大学设立“郑

裕彤博士国际眼科培训中心”；捐赠8000万兴建顺德

“郑裕彤”中学；捐赠1000万给香港理工大学；捐赠

3000万给香港中文大学；捐赠1000万人民币给“清华

大学和香港大学医学院2002－2005年间合作项目”；

在美国三藩市设立奖学金计划，与卫生部合作在内地

选拔在职医生前往学习等等，数年来，郑裕彤单在教

育和医疗的捐赠上就已超过3亿人民币之巨。

但他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无不遗憾的说：

“我每年在国内挑选30到50个左右医生去美国三藩市

学习进修，但不少医生去了以后，就不

再回来了。我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医

科人才，不是为美国培养医科人才，我

捐款的条件是在两年学成后必须返回中

国，为中国人民服务，做不到这点，我

便不捐，但还是有人去了不回来。”

为此，郑裕彤曾于1989年9月，专

程去三藩市会见由自己资助的中国医

生，希望劝他们回国。“我们谈了四小

时，他们居然要求我为中国当局写信，

准许他们的家人与他们共同在美国生

活，我则坚持拒绝，结果弄得十分不愉

快，我感到很失望。”

现在，郑裕彤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

题的办法，1997年，他结束在三藩的计

划，选择在香港大学医学院设立了同等

性质的助学安排。他说：“香港已回归到

中国了，学成之后，不回也不行了。”  

   谈到参观自己捐赠学校的小学生唱歌跳舞欢迎“郑爷爷”时，80高龄

的郑裕彤先生笑得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又满足



除捐款支持社会公益，郑裕彤还历任

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香港工商专业联会

顾问、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香港科技

促进会名誉会长、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顾问委员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

及香港理工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基

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务院港事顾

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

商联名誉副主席, 北京市市长顾问、 武

汉市市政府顾问、湖北省人民政府高级经

济顾问以及不丹王国驻香港及澳门名誉领

事等社会职务。在繁忙的商务里抽出时

间，为社会及民众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

他超卓的事业成就和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社

会的高度赞扬。郑裕彤先后获得澳门大学荣誉工

商管理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香港

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工

商管理博士、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荣誉教授等荣誉褒奖；

并被马来西亚雪兰莪苏丹颁授拿督勋衔。1994 年，

又获英国圣约翰会颁授金章，2001 年还获得法国总统

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勋衔——骑士勋衔。同时，他也是内

地广州市、顺德市、佛山市、南京市、武汉市及北京市

的荣誉市民。而在其一生中，所获得的企业家奖就更是

数不胜数。

如今已80高龄的郑裕彤仍坚持天天上班，其生

活也不是想象中超级富豪的那般享受或豪华。“下班

以后回家看看电视，现在晚上的应酬已经不多了。”

郑裕彤作风简朴，没有富豪的架子，也不像很多大企

业家那样，善于高谈阔论。即使在香港，也时常一不

小心就被当成一个最最普通的百姓。1998年1月香港百

富勤证券倒闭的时候，无数记者跑到百富勤位于郑裕彤

旗下的新世界大厦访问因此而遭受损失的公司客户，时

逢郑裕彤下班准备离开新世界，一名记者见到他，以为

找到了受害者，就把话筒递了过去：“阿伯，你存了多

少股票在百富勤呀？损失多少呀？”本身就在证券业有

投资，并且担任大福证券董事长的郑裕彤被弄得一头雾

水，但还是很认真的回答了问题：“没有呀！我没有存

股票在百富勤呀！”

而且郑裕彤活得很率真，什么事情都是直来直

去，没有做作，也不讲究什么隐私。“我对传媒有关

我的报道也不紧张，你拍到我和年轻少女一起的照片又

怎样？我上娱乐版头条又怎样？”

郑裕彤说：“做人为什么要有架子？你叫我和你去吃

云吞面便吃云吞面，去吃大排档便吃大排档，为何要约束

自己？我们又不是没有穷过？我又不是一出生便是有钱

人。”而且，他对所谓的排场也很不喜欢。“例如我住酒店，

大家就不要老跟着我，这样也叫我不自在。”

当我请教他：“听说您常劝李嘉诚先生要注意休

息，让他别这么忙了，还图个什么？您自己为什么还

要这么忙？”时，郑裕彤十分认真的说：“我没有李

嘉诚那么忙。他早上 8点多一点就上班，我是 11 点，

差很远。我们两个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我现在就不大喜欢

和他打，他早上6点就要开始，我还未起床哩！我现在上班，

在办公室，基本上也不用做什么事，人在那就行，有什么

人找我，我能在。他是整天世界各地跑来跑去，不停。”

其实，说自己不像李嘉诚那样忙不停的郑裕

彤，自己又何尝不忙过。单就拜访他前后几天媒体的

报道，就足以说明他依然还是一个大忙人：2005年9

月6日，媒体报道说：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申请了中

石油11.7亿港元的股票。9月7日媒体报道说：恒生两

位重量级人物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柯清辉和董事郑裕

彤现身北京，为恒生银行开业剪彩。9月9日媒体报道

说：昨天，香港珠宝和地产巨头郑裕彤出现在北京，

为他在北京的第一家法拉利展厅剪彩。法拉利北京展

厅的开业，是这位香港富豪全面进入内地奢侈车市场

的开始……

对于自己企业王国的未来安排，郑裕彤说：

“新世界已经不由我来管具体的事情，具体你要我

说，希望我们走哪条路，我现在还没有想过。但是我

希望新世界的每一个员工都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公

司能发展得越来越大，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郑裕彤先生和太太周翠英女士的生活美满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