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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知名跨国公司

Dunlop 欲出售马来西亚南洛

7 万英亩(约 2.83万公顷)综合

园丘，包括棕油园、橡胶园、可

可园等。在短短一天内，李深

静就决定通过工业氧气出价 5

亿令吉（过后改为 4.7 亿令

吉），高价收购南洛园丘和其

它资产（包括棕油厂、树胶及

可可加工厂），震惊大马商界。

工业氧气原已拥有 1.5556 万

公顷油棕、树胶及可可园，加

上南洛园丘资产，顿时跻身为

当时五大种植股之一。

在全球市场需求持续扩

大以及大马政府鼓励和支持

下，大马棕油业保持了几十年

的旺盛成长。从 1990 年到

2012年，大马油棕种植面积从

158.2 万公顷扩大到 504万公

顷，棕油产量从 610 万吨增至

1890 万吨，棕油出口量从 423

万吨扩大为 1720.5 万吨，分别

增长了 3 倍、3 倍和 4 倍。目

前，大马棕油总产量占世界的

39%，出口总量占全球的 45%，

为世界棕油生产国第二强。同

期，大马棕油价格也从 800 令

吉 (244.24 美元)/ 吨以下上涨

到 2600 令吉 (793.78 美元)/

吨，增长了 3.2倍。

目前，IOI 集团在荷兰、美

热心公益事业 心怀祖国发展

著名华人企业家、厦门市荣誉市民，有“棕榈油之王”美誉的

IOI 集团和 IOI 产业创办人李深静于 6月 1日晚去世，本月 3日

是他 80岁生日。

《福布斯》杂志今年 3月所发布的 2019 年马来西亚财富榜

上，李深静以 54亿美元身家名列第五位。其担任执行主席的

IOI 集团和 IOI 产业两家上市公司于今年 5月 31日刚刚发布文

告，宣布李深静将于 6月 3日生日当天正式退休。

李深静的长子李耀祖和次子李耀升目前分别担任 I0I 集团

和 IOI 产业的首席执行官，他宣布退休决定时未透露两人谁将

接任其职务。

李深静 1939 年出生于马

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祖籍

泉州市永春县东关镇。马来

西亚最高元首授予“太平绅

士”、“拿督”及“丹斯里”封

衔，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名

誉农学博士学位，获世界不

动产联盟“大马杰出产业发

展企业家荣誉奖”，连续多年

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等，且位居前列。

在马来西亚，人们对 IOI

集团主席李深静先生并不陌

生，他务实果断、胆识超凡、坚

忍不拔，不离不弃，集纳着一

个成功者的优良品质。他的棕

油园面积约有新加坡国土的

2.5倍，他涉足种植业、棕油

业、油脂化学工业、炼油工业，

尤其在食油及油脂化工、房地

产业及娱乐休闲事业，业绩繁

盛。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他的手

中诞生。

幼年家境贫寒的他，白手

起家创业。如今，其产业已涵

括棕榈油、地产、化工等领域。

近年来，李深静积极进军中国

市场，在中国的厦门等地有多

个投资项目。

除了在企业经营上成绩

卓著，李深静在马来西亚和祖

籍国中国都热心公益事业，曾

获“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

贡献奖”。

李深静是一个在油棕园

长大的贫苦人家孩子，年少

时曾沿户兜售冰淇淋养家，

上完高二后，李深静获得了

一份园丘的工作。因为学历

低，他从管工做起，一直做到

经理的职位。憨厚而刚直是

他赢得公司和同事尊敬的性

格特质，此外，他也特别善于

学习。在园丘，无论种植技术

还是其他知识，他只要接触

到就努力掌握并用在工作

中。

李深静在园丘还学了一

口流利的印度话，这让他获得

了一些额外的津贴。更重要的

是，与棕油园有关的所有环

节，他都熟稔于心，积累了宝

贵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经

验在他之后发展棕油事业中

发挥了显著作用。

经过数年工作和其他事

业尝试，李深静联合数位巴生

商家，向丹斯里李莱生购买柔

佛数千英亩园丘，从中得利上

百万令吉，赚得人生第一桶

金。后来，他从事房业发展，首

个计划即是加影附近的南顺

发花园，但真正让他开始崭露

头角的，却是独力收购气体制

造业者工业氧气一役。成为

IOI集团前身的工业氧气大股

东及管理人后，李深静 1985

年开始通过一系列企业及土

地收购活动，进军油棕种植及

产业发展领域。

李深静购买蒲种 406 英亩土

地，全面推行价值达 10亿令吉的

混合房屋发展计划，成为蒲种区

产业发展先驱。

蒲种当时仅是一片辽阔无垠

的园丘地，在别人眼里或是毫无

希望的土地，在李深静眼中，却是

黄金地。他深信，有朝一日蒲种将

发展成比八打灵还要现代化的城

镇。

蒲种今日朝气蓬勃的发展，就

应验了李深静的独到眼光。如今，

除了身兼 IOI集团及 IOI产业执

行主席，李深静也积极为多家公

司、协会及社会组织，提供咨询及

引导。值得一提的是，翻查过往资

料时，赫然发现，李深静多年来保

持低调作风，特别是以个人为主

的报导竟屈指可数。

“我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全球

化的趋势，让 IOI 集团有机会把

棕油产品进一步推销到世界各

地，并成为全球油脂领域的领导

者。”李深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目前，IOI集团通过其食用油

及油脂生产公司 Loders Croklaan

在荷兰的子公司和美国芝加哥的

油脂化工厂，把下游产品出口到

世界 6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南美

洲、欧洲、中东、中国以及日本。

在获得了成功之后，李深静也

不忘回报社会。他人生所遗憾的

一件大事就是没能上大学，所以

为了不让更多人与他有一样的遗

憾，他通过捐建大学，希望能够帮

助更多人上学。而他的付出也得

到了回报，因为他在公益事业突

出的贡献获得了不少的社会荣

誉。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

个企业家的气度，贫穷时不自

哀，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状

态，富裕之时，又不忘本，秉持着

一颗善良的心去做慈善，是最令

人敬佩的。

2014年，李深静向厦大马来西

亚分校捐赠3000万元。其实，过去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

在自己的家乡泉州，李深静从未间

断过捐款，不过，为厦大捐出的这

3000万元，是他当时最大的一笔。

李深静向厦大捐款一度让外

界不解，困为他和厦大并没有交

集。当时，李深静告诉媒体，他很

早就知道厦大了，“福建是我的老

家，我一直为老家有这样一所大

学而光荣，再过 7 年，厦大就要成

为‘百年老店’，一所学校能存在

100 年，而且还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实在不容易。”

从个人来说，李深静说，他从

小在贫穷家庭长大，当时他做的

很多梦已经实现了，但他有一个

梦到现在为止都没办法做到，那

就是有机会进入大学。李深静说:

这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这也是

他决定向厦大捐款的一个原因，

“希望通过捐建大学，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上大学”。

他为厦大到马来西亚办学感到

自豪。他曾说：“你知道我三十多年

前回家乡，家乡有多穷吗？我看到我

的乡亲住的和猪圈仅一墙之隔。”

因此，他把厦大到马来西亚

办学当成是国家强大的表现。他

说，我们作为海外华人都感到很

光荣———中国强大，受益的不仅

是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

李深静还认为，陈嘉庚当年带

着从南洋赚的钱回到厦门办厦大，

90多年后，陈嘉庚创办的厦大回马

来西亚办学，这种缘分有点奇妙。

20 世纪 80年代，李深静回福

建寻根，但之后很长一段间内，他

并没有回故乡投资。

几年前，时任福建省侨办主任

的曾晓民第一次见到李深静时，对

此感到很纳闷，李深静居然回答他：

“我不想赚家乡人的钱。”曾晓民开

始“游说”李深静：“你不来，别人也

会来，你完全可以赚了钱后，再投资

建设家乡的公益事业。”

李深静终于被说服了。厦门

成为 IOI集团进军中国市场的第

一站。

2012 年起，IOI集团在厦门进

行棕榈油深加工项目为主的综合性

投资，投资总额超过 7.1亿美元，建

成集特种脂、油脂加工与棕油精炼

为一体的棕榈油综合加工基地，还

以厦门作为集团在东北亚及中国区

域的研发中心、物流中心、运营和销

售总部。项目建成后，已经在厦门市

形成油脂加工产业链。

李深静在厦门投资的集美

“IOI棕榈城”综合体项目是 IOI

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大型城

市综合体项目，位于集美新城片

区集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叉口南

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420 亩，总建

筑面积 686000平方米，总投资 80

亿元，其购物中心的规划商业面

积为全省之最。该地产项目与棕

榈油深加工项目，产值合计超过

15亿美元，这两大项目推进了厦

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产

业升级。

IOI 项目是近年来福建省引

进的重大项目之一，一直以来受

到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厦

门市政府和相关部门为 IOI 集团

在厦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和优质的服务。

李深静曾在 2017 年“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论坛上指出，马中共

同签署和交换了 9 项总值 72.2亿

美元的合作项目，使两国友谊更

巩固，并让大马迈向长远的经济

发展之路。

“国际贸易和发展战略是奠定一

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成就。”他

说，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并在世界权力体系走向超

级大国地位，其繁荣与强盛不仅是

中华儿女的光荣，也让海外华人感

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深切悼念李深静先生，一路走好!

（综合自《厦门日报》、《永春今报》）

纪念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厦门荣誉市民李深静先生

太平绅士

卖冰淇淋的男孩

震惊大马商界

蒲种产业先驱者

回乡投资首站选择厦门

建设厦门集美 IOI 棕榈城

国、马来西亚和埃及设有油脂生

产工厂，在包括中国、欧洲、美国、

日本、中东和南美等八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销售办事处，产品畅销

于世界 65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

有 1.3 亿人在食用或使用着 IOI

集团的棕油产品。

李深静深懂周期性的种植业

无法常保盈利，所以高价出售部

份地段作为其它用途（包括房地

产、休闲胜地及高尔夫球场），从

中赚取厚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