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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世界梦想的足迹·现代农业 Agriculture】 【人物 Profile】

闽中公司：中国农企的跨国梦想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刘宏伟

42年前， 它是一个手工作坊，42 年
后，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2年前，它是简陋的小破庙，42年后，它
是全球最大的脱水蔬菜生产基地。

———这就是福建闽中有机食品有限
公司所走过的创业之路。

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在新加坡上市企
业———福建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林国荣，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与企业一起奋斗、共历风雨。企业的发展
史，同样也是林国荣的奋斗路。

林国荣始终有着一个中国农业的世
界梦：“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食品加工方面
的国际化管理团队，有 42年不出食品安
全问题的深厚积淀，我们有责任，也有实
力打造中国有机食品的航空母舰， 将企
业品牌做大，做成百年长青品牌企业。 ”

18岁进厂，33岁担任厂长， 数十载
奋斗年华，成就了走向世界的闽中公司，
也书写了一段属于林国荣的光辉岁月。

创业年代：做自强的自己
林国荣的奋斗岁月始于一段久远的

创业年代。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成分不好，

总是受到别人的欺负， 甚至老师都会歧
视你。 不过，那时的痛苦经历反而成为我
不断向前的动力， 永远做个自强的自
己。 ”林国荣回忆小时候的生活片段，不
免伤感中略带自豪。

1971 年， 福建莆田的英龙街道买了
全城唯一一辆手扶拖拉机，18 岁的林国
荣成了全城第一位拖拉机手。 这个人高
马大的青年十分热爱这份工作， 在那个
年代，开拖拉机是件很拉风的事。 同年，
在邻近街道的一座关帝庙里， 几个待业
青年办起了一家“莆田县城厢镇脱水
厂”。 没过多久，林国荣被派去帮忙运煤，
赚的钱属街道收入，他只拿工分。 那时的
林国荣不曾想到一生将与这个工厂紧密
相连。

运了两年煤之后， 林国荣成为这个
厂的临时工。 从此，他不再是拉风的拖拉
机手，而是烧锅炉的临时工。 干劲十足不
怕吃苦的林国荣， 给当时的厂长林兆章
留下深刻印象， 他决定要留下这个年轻
人。 在一次收购蒜头的任务中，林国荣脱
颖而出， 短短几天就收购了 2 万多担蒜
头。 1975 年，林国荣成为正式职工。 1982
年， 经济头脑活络的林国荣当选为管供
销的副厂长。 4 年后，林国荣正式当选为
厂长。 至此，林国荣展开了带领企业奋发
进取的创业人生路。

“这期间，我们也经历了创业的阻力
和艰难，造反派进厂夺权，我被关进了牛
棚，企业的发展停滞了。 那时候很害怕，
怕企业被搞黄， 怕身家性命有危险。 不
过， 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之后， 我更淡定
了，还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人，没有了，没
有什么可怕的了！ ”林国荣说。

从烧锅炉到一厂之长， 从临时工到
企业当家人， 林国荣所经历的时过境迁
不是个人职务的变化， 而是与企业一起
经历岁月的锤炼。 这种共同成长的经历，
让他对于企业始终充满感情， 并不断迸
发智慧，推动企业勇往直前。

林国荣开始担任厂长的 1986 年，也
是工厂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时期。 同年，企
业征地 23 亩建起了新厂房。 工厂搬离了
驻扎 15 年的关帝庙，并改名为“莆田市
闽中脱水蔬菜厂”。

此后的发展如同“滚雪球”，地越征
越多，厂房越盖越大，企业进入良性发展
轨道。

1998 年， 林国荣带领企业征地 120
亩，新厂房又经历了一次“鸟枪换炮”，工
厂名称也变成了“莆田市闽中蔬菜食品
工业总厂”。

2010 年 4 月 15 日，福建闽中有机食
品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功上市。

2011 年，公司在西天尾镇征地 1000
亩，目前已使用 286 亩，建起了“全球最
大蔬菜加工车间”。

“不仅仅是地址的变迁、 厂房的扩
大、名称的改变，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
业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产品品种也越来

越丰富。 ”林国荣如是说。
莆田是著名的枇杷之乡， 闽中公司

充分利用产地资源优势， 推出了枇杷
丹、枇杷汁、枇杷膏等产品。 2013 年 3
月 13 日， 由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打
造的 PM2.5 时代的饮料、枇杷润肺饮料
第一品牌———真田枇杷植物饮料上市
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盛大开幕，
《中国好声音》 主持人华少成为真田品
牌代言人。真田开创了以枇杷为主题的
中国传统植物饮料的新品类；填补了以
润肺为核心的中国功能饮料的空白，刚
亮相就赢得了市场青睐。 目前，闽中有
机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
60 个办事处，有经销商近千家，真田产
品已经进入全国近 10 万个门店销售。

在企业走过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林
国荣是亲历者，更是决策者。 从 18 岁进
厂的青年，到担当大任的新厂长，从烧锅
炉的临时工到海外上市公司董事长，林
国荣带领企业走过了 42 年的发展历程。
在他身上， 一个质朴的理念再度得到证
实：没有一个好带头人，一个企业发展是
不可能的；没有一个自强的决心，一个人
不会有大的成就。

发展企业：做艰辛的自己
有一种说法是， 如果没有林国荣的

超前观念、全球意识和气魄胆量，就没有
闽中公司的今天。 这种说法如今已成为
闽中公司员工的共识。 在他们看来，林国
荣这个企业当家人就是公司发展的动
力， 因为正是他的勇于进取给整个企业
带来不断成长的生机和活力。

“做市场很艰辛的， 八十到九十年
代，为了考察全国各地的蔬菜种植情况，
我自己基本跑遍了全国的市县， 累了睡
出租车，饿了吃方便面，没觉得苦，只觉
得那是一种乐趣。 哪里种什么菜好，哪里
运输方便，我都了然于胸。 ”林国荣的年
轻岁月没有虚度。

同时，从担任一厂之长第一天起，林
国荣就深知， 不少企业发展受累于体制
的僵化束缚， 因此， 他在如何做活“闽
中” 体制上动了不少脑筋、 花了不少功
夫。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企业产品
出口势头良好，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省外
贸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参股合资， 占了
34%的股份， 区镇两级政府占了 66%的
股份。 随着企业的发展，林国荣越发感觉
到体制的束缚，他逐渐坚定了一种想法：
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把实力做强、体制做
活。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改
革开放掀起了新高潮。 林国荣深受鼓舞，
他决定向旧体制挑战。 经过慎重思考，他
提出两个想法： 一是要做成全国食品行
业唯一产品多样化全系列的企业； 二是
要改制搞活，进行资本运作，成为上市公
司。 在当时，林国荣的想法可谓“超前”，
甚至被认为是“发神经”。 林国荣却毫不
动摇，朝着目标勇往直前。

1998 年，新厂房奠基，第二年 4 月就
建成投产，闽中靠自己动手，建成了全国
最成功的第一条冻干生产线。 至此，闽中
靠实力跨进了全国食品行业的前列。

“为了资本运作，那时经常到北京跑
贷款，住便宜的宾馆，一天只吃一顿自助
餐，既省钱又省事。 钱拿到了，心里却不
踏实了。 我怎样才能把贷款用好，把企业
做大？ 做企业家不容易，没有一天心里是
踏实的。 ”林国荣说了句心里话。

第二步，林国荣开始运作资本上市。
作为现代企业的新课题， 林国荣以特有
的敏感赶上了这个时代潮流， 他决心改
制后把企业整体推向国际市场， 让企业
迈上一个更大发展台阶。 在他的努力
下， 企业改制上市进入了实际操作轨
道。 2004 年 9 月，一家跨国公司看中了

“闽中”品牌，这家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主导的公司出资成功收购了“闽中”
百分之百股权， 企业转制为外商独资企
业。

“这一成功改制， 各方都是赢家，当
地政府把这笔巨款收入用于其他投资；
企业由于外商资金注入， 解决了长期流
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从而做大做强有了
现实性；同时扩大了生产基地，农民也首
先受益；政府税收还年年增加，可以说是
皆大欢喜。 ” 林国荣概括了改制后的现
状。

改制的成功大大促进了上市的步伐，
经过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 31 个有关
部门的道道把关、层层审查，闽中公司最
终获得新加坡证券管理部门的认可和批
准，2010 年 4 月 15 日， 闽中有机食品有
限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
市， 成为莆田市第一家在国外上市的公
司， 同时也是中国农业种植与加工行业
第一家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

“上市的意义绝不单限于募集资金，
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的全新转变。 ”林
国荣说，“上市后我们把发展的中心更
多放在做自主品牌上，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

上市后的闽中公司堪称高歌猛进，
总投资 16 亿元的闽中有机食品工业园
项目建设随即启动，42 年前的小作坊被
全球最大蔬菜加工车间所取代。

百亿车间：做好你自己
650 米长、110 米宽， 这是闽中有机

食品工业园的尺度。 到过这里的人们都
不禁被这气势不凡的车间所震撼。

在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牛” 的车间
里， 正在建设中的果蔬食品加工车间一
层总面积就达 7.15 万平方米，相当于 10
个标准足球场，整个车间共 3 层 21.45 万
平方米，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以实现百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亿车间”。

“目前在全世界还找不到第二个这
么大的果蔬食品生产加工车间。 ”林国荣
自豪地说。“在创业期的时候，我们只有
20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 当时， 已经有
2000 多平方米的大厂， 面积比我们大得

多，有人建议我们也要快速发展。 我说，
不要和别人比规模，要看实力、看发展，
做好你自己，才有成功机会。 ”

在闽中公司的展厅，蘑菇、香菇、胡
萝卜等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脱水蔬菜、
烘干谷物、 快速食品、 果蔬汁饮料等 10
多个系列 200 多个品种让来访者眼花缭
乱。 这些产品大多数出口欧美、日本等发
达国家。

如今， 闽中公司是全国蔬菜制品规
模最大、 品种最齐全、 出口量最多的企
业，并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
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公司属下的农业产
品基地已横跨云南、四川、湖北、上海、天
津、内蒙古、江苏、江西、福建等 9 个省
市，受惠农业人口 70 万人，在这些省市
设立的分厂或分公司工作人员已达 1.2
万人， 各类脱水蔬菜食品远销全球五大
洲 26 个国家和地区，一年几千个集装箱
源源不断出口却没有一次退货， 随着全
球“最牛”车间竣工投产，公司产品的销
量将继续成倍增长。

即便在 2008 年， 全球危机的低谷
期，闽中公司却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
年咸水蘑菇出口量达到了福建全省总量
的百分之七八十。 原因正是林国荣早就
先行一步将产品拓展目标转向拉美和东
南亚市场， 新市场的开发使咸水蘑菇的
出口量不降反升，而且增长惊人。

全球“最牛”车间的背后是企业当家
人林国荣的智慧和心血， 是“做好你自
己”的执着和坚持。 对于多年来企业的经
营心得，林国荣概括为“六做”，即：把产
品做多、把质量做好、把市场做大、把体
制做活、把实力做强、把管理做严。

林国荣懂得产品、质量、市场三者实
际上是互为表里和因果、 形成良性互动
和循环。 他常套用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比
喻， 把产品和质量比喻为拓展和占领市
场的“两杆枪”。 在此理念下，林国荣始终
视产品质量为生命。 闽中公司从两头把
住关口，一头是蔬菜原产品的生产过程、
一头是加工工艺卫生。 公司在全省乃至
全国各地寻找并建立适合的基地， 这些
基地必须符合没有任何污染的标准，蔬
菜生产过程也受到严密的追踪， 从引进
优良品种、改良土壤、种植、收成，直到成
品运输等各个环节， 严格按照绿色食品
生产要求操作。

与此同时， 原料进厂后则要严把加
工工艺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企
业就拥有当时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隧道式
烘干房和蔬菜漂洗车间，引进了日本、中
国台湾的切菜机等先进设备， 使企业生
产技术和加工工艺达到了高水平， 之后
又连续不断多次投巨资进行技术改造。
整个生产和加工过程全面实施 ISO－9002
质量保证体系和 HAC－CP 计划， 对蔬菜
农药残留量进行全程检测监控。

42年来， 闽中公司出口的产品从来
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林国荣靠着产品和质量这两杆枪，
带领闽中公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闽中
公司成为世界有机农业的中国名片。

问到林国荣的梦想，他的答案是：“把中国农民
种植的菜卖到全世界。 ”

打造中国有机食品的航空母舰，领跑全国有机
食品业是闽中公司的发展目标，这也是林国荣的中
国梦。

创新是林国荣带领闽中公司实现中国梦的永
恒动力。

2011年 12月 19日， 由闽中公司开办的福建
首家有机食品连锁店“真田有机生活馆”在福州市
开业，主营自然健康、有机生态产品，充分体现了以
“自家菜园、健康安全”为核心的有机理念，并由此
树立起国际化的高端品牌形象，倡导有机健康的生
活方式。

同时，今年 3月 13日，闽中公司的真田枇杷植
物饮料上市也是公司的大事件。 有人疑问，真田此
番冲入饮品市场，能否长久站住脚跟？ 对此林国荣
表示，“之所以开发真田产品，是因为产品很适合现
在的时代，我们做过足够的市场论证，我们已经把
真田产品提到了整个集团里最高的地位，成为集团
的主打产品。 ”

林国荣说，“我们看好真田，是看到了王老吉凉
茶的榜样力量。凉茶也是从一个不被人们接受的环
境中成长的。 去年我们大概有 2亿元的营业额，今
年如果能够达到 10亿，我们就可以保本，明年的目
标就会是 30亿元。 ”他说，在铺设渠道的过程中，真
田团队调整了经销策略，改变只依托保健品经销商
为主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吸引饮品经销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企业＋品牌的“闽中
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食品安全的样板。 在企业的
发展过程中， 林国荣一直注重技术研发和设备升
级，始终抱定“坚持创新”的经营基点。 技术、品牌、
管理三个方面的创新，使闽中公司走到了今天。

林国荣的创新意识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危
机感，一直以来，他带领企业在继续拓展发达国家
市场的同时，千方百计开辟新的市场渠道。 蔬菜产
品在发达国家已有 40多年的生产消费史， 但近年
来因国际市场疲软，加上一些国家设置了不合理门
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面对此种情况，林国荣为公
司确定了再次大力打开国内市场的发展目标，首先
要将公司的优势予以突出，即将公司长期的外销优
势结合起来。

从上世纪末起， 林国荣就注重国内食品市场的
开发，国内食品安全上的问题也令他产生一种强烈
的“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决定要将已经驰骋国际
的“闽中”品牌在国内树起一面食品安全的旗帜，把
产品部分转向国内市场。 目前，在国内市场和国际
市场的销量已经达到平分秋色，各占 50%的份额。

林国荣带领企业秉承“全程绿色”的管理创新
理念。 公司采用了国际标准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了
ISO9001、HACCP、ISO14001、GB/T28001 等标准体
系和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及 GAP良好农业规范的
认证，目前已拥有规模化管理的果蔬农产品种植基
地 20余万亩， 并具有国际先进的实验检测设备和
生产线百余条，为打造中国有机食品第一品牌奠定
了坚实基础。

林国荣认为， 要成为现代化的农业龙头企业，
仅仅依靠农业是远远不够的。 闽中公司把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串起来做，融为一体、相辅
相成。 公司实施“品牌定位高、产品质量高、服务质
量高、产品价格低”的“三高一低”经营战略，通过不
断拓宽销售渠道扩大了公司经济体量，提高了国内
外市场竞争力。如今，企业被认定为“农产品加工业
出口示范企业” 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

在林国荣看来，打造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
个发展良好的企业， 除了自身拥有高质量产品以
外，还要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闽中作为上市公
司，作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面对国内食品
安全风波迭起，我们深感责任更加重大，食品企业
理应笃守诚信，为社会提供安全食品，为消费者健
康负责，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蓝天绿地。”林国荣
说。

以做百年长青品牌企业为信仰的林国荣将
2013年确定为闽中公司的品牌年， 这意味着在经
历 42年的风雨历程之后， 闽中公司又将迎来更崭
新的未来。

“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国家的政策，同时培
养公司接班人， 考虑未来 10年企业的发展。 2013
年将是闽中真正的发展之年，是闽中的腾飞之年。”
林国荣充满信心地说。

林国荣：
做有梦想的自己

林国荣

福建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真田枇杷饮料生产车间

从 42年前的手工作坊到全球最大脱水蔬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