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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裕华国货是香港侨领、2019 年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余国春率领的著名零售业的国货公司。

裕华国货在港 60 年的创业和发展是一个传奇的爱国爱港的香港故事。这是连续两代香港归侨

坚守爱国信念，克服重重难关，在各种洋货日货的包围下，杀出一条生存之道，为中国的各种名、优、

特、新产品，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立足和发展的平台。

裕华的 60 年正是中国 70 年崛起的见证者之一，而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正是裕华第

二个 60 年进—步壮大的基础和靠山吗？

在港澳台、珠三角和广东沿

海，裕华国货是消费者和社会人

士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九十年代，港九百货

商会成员之间发生一场讨论，是

否保留国货招牌。内地外贸的改

革和商贸管道开放和市场的激

烈竞争，香港国产百货业作为祖

国对外窗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从业

者中间，曾经发出一个疑问：“国

货还能生存吗？国货的招牌还要

不要？”

这场讨论的结果，一些国产

百货公司放弃了“国货”的名称，

换了招牌，走上了新的经营路

线。另一些公司继续高举“国货”

的旗帜。这一时期的国产百货

业，经历了一场分化改组、汰弱

留强的动荡。整个香港，由八十

年代前期 80 多家国货公司、130

多个商场，演变到今天，只余下

20 多家公司。然而，民族风格和

国货的特色始终保持着独特的

价值，富有生命力。裕华国货的

历程，是百货业特色经营的一个

生动例证。

百货业是香港零售业的重

要部分。这里有像先施、永安那

样的百年老店，有欧洲风情的连

卡佛和马莎，也有东洋色彩的吉

之岛，更有民族气息浓厚的裕

华、华丰，犹如百花竞放。来往香

港的客人，通过接触香港的百

货，体验到香港市场的多姿多

彩。香港的百货业经受了长期的

磨练和考验，裕华国货经受了长

期的磨练和考验。香港百货业没

有千人一面的问题，香港百货业

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品

格。

香港的国产百货公司在新

时期面对着严峻的考验。挑战国

货公司的是现代化商场、专业化

的趋势，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

岁月淘汰的结果，大部分都消亡

了，裕华国货犹如一枝独秀巍然

屹立。

香港资深记者纪硕鸣这样

描写裕华国货:

“房价爆升，旅客追寻名牌

洋货，使得香港的国货公司逐渐

凋零。一家又一家关门，裕华国

货却依然存在，甚至越开越旺，

成为香港国货公司的奇迹。笔者

最近到访裕华国货，让人吃惊的

是，当你走进裕华国货，清一色

中国精品，衣食住行样样齐全，

琳琅满目让你目不暇给。在这里

可以感受到的，香港最后的国货

公司满满的中国情怀。

在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

厂’之前，国货公司是香港人接

触其产品的少数渠道之一。很多

中国大陆品牌产品或特产如药

材、传统手工艺只能在国货公司

买到，亦以价廉物美著称，给人

的感觉就是有点陈旧老土。1980

年代有所谓‘国货公司四宝’，就

是棉袄、学生服装、睡衣及羊毛

衣。那时，洋货也缺乏，香港国货

公司全盛时，店铺遍布港、九、新

界多达 300 间。但时移势易，大

部分的国货公司因不敌租金急

升以及中国内地开放等种种原

因，相继走向结业之路。

裕华国货是华商资本，它不

但至今还挺着，而且不久前还投

入 1 亿多元全新装修，引入更多

精致的中国货。发展至今，裕华

国货已由成立初期的一间小型

百货店，逐渐扩展为具有相当规

模的零售集团，除了经营百货

店，裕华国货集

团的中华药坊

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本港十多

间中成药专门

店、保健坊，还

在海内外拥有

自置物业及多

项业务经营。”

所有那些

企业经营的金

科玉律，裕华国

货做到了，我

想，裕华国货做

得最有价值的

事情，是我们对

顾客不离不弃

坚持了 60 年。回顾走过的历程，

我们坚持国货, 做对了。

裕华国货是香港人熟悉的

老字号，从五十年代后期经营到

现在，走过漫长的历程，遭遇种

种挑战，至今生气盎然。裕华的

生命力体现在拥有一批“拥趸”。

客人从海外来，从台湾来，要买

药材，走出酒店就来裕华国货，

这就是拥趸。这个月来买国产酱

料，过两个月还来，就是拥趸。从

国内来，买茅台首先想到到裕华

来。多年没有回国，路过还要来

裕华走走，就是我们的拥趸。这

些顾客到处都有，分布在香港九

龙、新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海外

来往华人之中，在沿海一带，在

台湾，在来往游客中，成千上

万。

裕华的经营有深厚的基础，

有一大批忠实的顾客。这些顾客

和裕华的关系，已经形成文化认

同和群体记忆。这种认同和记

忆，有几个特征:

顾客觉得你和他生活息息

相关。不论绅商大贾，还是平头

百姓，会指一指胸前，伸一伸脚

说，我的内衣是裕华的，我的袜

子是裕华的。

顾客觉得你像自己的朋友，

觉得很亲近，很信任，很友好，甚

至以熟悉你认识你而得意和自

豪。

关系长期持续稳定不移。

经历了三代人。客观地说，大减

价做广告鼓动起来的购物冲动，

不是文化认同，不是群体记忆。

顾客把你当作一个地标，当

作生活所在地的一个标志，成为

顾客本土情感的一个因素, 仿佛

香港跟你分不开，有香港就有你

在，有着一种互相依存的归属

感。

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裕华

公司得到顾客的群体认同，积累

了鲜明的情感记忆，我为裕华感

到自豪。

可是我有时对于我们今天

的处境也发生疑问。看到淘宝的

奇迹，看到高科技创造的成就，

我有时也觉得迷茫，产生一个疑

问：互联网时代，还需要耐心吗，

还可以慢慢来吗？

回想起初读《浮躁》。我相

信，浮躁的心理、急功近利的心

态是不利品牌成长的。木心写过

一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 / 车、马、邮件都慢 / 一

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我们很

耐心，是不是？

红军长征走了两年，无比坚

忍，无比坚持，他们走了万里路

程。裕华国货走了 60 年。我们坚

持。我们是独特的。我们尝试着

回答一个问题：国货公司的生命

力何在？我相信它植根在国货的

文化属性，在国货的民族特色，

在顾客群体的文化认同，在岁月

的记忆里。香港有一部电影《岁

月神偷》，为什么叫岁月神偷，看

了就明白，说的就是香港人对共

同奋斗的岁月，对于一起走过的

历程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记忆，像

裕华国货这样的老字号，融进了

香港人的生活，成为共同的记忆。

互联网时代还需要耐心和

坚持吗，答案是要。企业的生命

力不是虚拟的，它实实在在扎根

在泥土里，在我们生命的历程

中。办好企业，有了高科技手段

还不够，还需要有实业精神，所

谓事业心。

顾客对企业建立起来的文化

认同和群体记忆，是现代企业无

比珍贵的无形资产。要建立起这

种关系，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产品的结构和服务能经常

满足顾客需要；企业具有鲜明的

特点和贴心的文化气息；管理和

服务长期保持稳定的素质和信

誉；经营作风和公司形象真诚实

惠不尚奢华。

我一位朋友最近发邮件来

说：“此次去香港，我们去了陆羽

茶馆，端茶的老伯说，已在该家

茶馆工作了近 40 年。我相信这

家茶馆的主人可能自己都没意

识到，这是一种极高明的企业文

化，难怪订座都要提前很久。”这

样的老员工，我在上海老锦江饭

店也见过，是开电梯的，打着领

带，让你感受无比亲切和信赖。

裕华公司这样的员工很多，他们

多数已退休了。他们的忠诚服务

和敬业精神，我感到无比珍贵。

可以说，公司形象的建立，优

质品牌的建立，是企业在顾客心

目中建立文化认同和群体记忆的

过程。这里我特别要强调：顾客的

文化认同和群体记忆，与公司对

顾客的忠诚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建立起顾客群体的

认同和记忆，是企业经营的彼岸

境界。裕华国货建立的顾客关

系，经历了长期的磨练和考验。

裕华国货的故事，是延续了半个

多世纪的香港人的故事，是一个

很长情的故事，是狮子山下香港

人的共同记忆。

说白了，品牌努力的三部

曲，让受众认同你，记住你，喜欢

你，也就是，文化上认同，记忆里

留存，感情上亲近。所有的功夫，

都在这三部曲里，这篇文章很

大，没有统一的格式，却有共同

的规律和标志。这就是我的一点

认识：企业与顾客关系的核心是

建立顾客对企业的文化认同和

群体记忆。

裕华国货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国春

1951 年 11 月出生于印尼，祖籍广东梅州，悉尼亚麦哥得大

学工商会计专业毕业。

余国春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享有“国货大王”之称。现任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裕华集团主席、裕华国产百货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太平绅士、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广

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1999 年获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银紫荆星章”，2006 年获颁“金紫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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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

裕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李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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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限公司董事和海内外多家公司董事，从事投资事务与企业

管理，参与社区义务工作多年，加入香港和内地多个社会团体，

参与和襄赞香港多个社团组织的筹建和发展。兼任香港侨界社

团联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香港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席会

长，香港智汇论坛理事；中国侨联荣誉委员，广东省侨联顾问，

北京海外联谊会理事，贵州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侨

商企业协会常务理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