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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說，是集團國內外員工默默的貢
獻，造就了常青今天的成功；是員工誠

心的付出，讓公司享有最高的榮譽。
1975年迄今，常青創業40年了，張曉卿指出，

常青40年的創業歷程，集團深感慶幸，公司可以在
風風雨雨中生存了下來，并不斷的成長和壯大。

“我們更感慶幸，有這么多的國內外同事，
和公司風雨同舟，和公司一起走過許多不平坦的歲
月。＂

“怀着一顆真誠感激的心，尤其是在一個充
滿熱鬧、最富有意義，又代表著公司40歲生日的喜

慶日子裡，我激動的心情，有再多的言語，都不足
以表達我對大家的尊敬和感激。尊重和感激，是我
內心真誠的感受和表白。因為在創業之初，常青只
是一間小公司，不但脆弱而且渺小，甚至要在委屈
中，努力的掙扎和求取生存。＂

張曉卿說，一間不起眼又弱小的公司，卻能夠
得到同事們的選擇，並願意堅定追隨，對他個人而
言，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鼓勵。40年來，同事們一路
相陪，不離不棄，更帶給他更多創業的勇氣。

他強調，有了大家的支持，加上公司堅強的生
存意志和開拓業務的決心，終于讓集團在艱困的創
業路途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贏得了別人的尊
敬。

張曉卿指出，常青集團40周年慶祝盛典，到今
天已經接近尾聲了。一切的順利和成功，應該歸功
於全體同事的努力和精心的策劃，應該說是一項集
體的創作與榮譽。

（詩巫13日訊）常
青集團創業40年，業務
遍佈全球各地，常青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
卿爵士指出，到海外發
展，不是對自己國家的
忽略，而是作為大馬企
業應該具備的膽識、視
野和責任，它既可以考
驗企業自身的競爭力，
也可以讓一個企業在
不同的國度里，看到學
到更多的文化和管理經
驗，并促進他一生深以
為榮的國家――馬來西
亞與所在投資國的友好
關系。

常青集團於今晚在常青酒
店舉辦創業40週年紀念盛宴。

■感謝泰益勉勵支持
張曉卿致詞時稱，40年

的人生創業路，可謂備嚐艱
辛，歷盡波折。回首來時路，
常青擁有這份勇氣在立足本土
之外，可以走出國門，走向世
界，除了他常常說的擁有傻

勁、盲勁之外，他還要藉此机
會特別感謝時任首長，也就是
現任砂州元首敦泰益瑪目對常
青的支持和勉勵，和給了他這
樣的勇氣和能量。

“我記得在80年代末和90
年代，我突然為企業的將來發
展、机遇和挑戰，感到憂慮，
甚至感到茫然。幸好，几經思
索，几經掙扎，最後，終于不
自量力的立下決心，決定探尋
海外投資機會，并勾勒出新的
投資計划和策略。＂

“我希望為自己爭氣，也
為國家爭光。今天，常青集團
在海外發展，如中國、巴布亞
新畿內亞、俄羅斯、紐西蘭、
澳洲、香港、印尼、韓國、非

洲、美洲等小有成績，當時的
首長的叮嚀和祝福，讓常青集
團成為一個國際化、多元化的
企業公司。＂

張曉卿表示，40年的創
業，有失敗，也有成功；有痛
苦，也有歡笑。不管人生是
如何的起伏不定，我們都要牢
牢記住生命中曾經幫助過你的
人，也要永遠記住自己生活中
曾經面對的挫折和貧窮。

他說，豐富的生命，良善
的舉動，常常源于一個人對生
活的珍惜和對人性的尊重，並
常常心懷感激和感恩之心。生
活經驗也告訴我們，面對任何
的難題，我們都要沉著應對。
只要你肯努力，肯奮鬥，社
會就提供了我們公平競爭的機
會，也提供給我們同等成功的
條件。把握今天，才可能放眼
明天。

■企業彼此祝福勿妒忌
張曉卿說，過去的委屈，

過去面對种种刻意的詆毀、破
坏的言語，想來令人難過和傷
心。可幸的是，常青并不如
“有心人＂所描繪、所想像的
那般不堪和脆弱。

“走過了人生別人無可
想像和理解的風雨、苦痛之
后，我真的要感謝上帝一路來
對我的厚愛和眷顧。一切的智
慧和力量，來自上帝的賜予。
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企
業，都有一片自己的藍天，也
都有自己的機遇。也許大家可
以彼此的羡慕，互相的祝福。
但是，千萬不要因此變成一种
妒忌和仇恨。何況，機遇和幸
運，并不是平白的獲得，而
是平日努力耕耘下應得的回
報。＂

“未來充滿變動和競爭的
年代，我們一定要做好準備。
我們一定要替自己鋪設將來的
道路，要掌握自己前進的方向
和目標，也要替自己勾勒出人
生的希望和前景。＂

“沒有你們 哪有今日＂

張曉卿感恩員工

張曉卿：加強投資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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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州元首敦泰益瑪目贊揚

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為砂州做出巨大的貢
獻，是砂拉越之光，同時也是年
輕人的楷模，能激勵年輕人將砂
州帶往更繁榮的未來。

他指出，40年前當砂拉越還
未有很大的發展時，常青集團執
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就開始
在經濟領域里扮演重要及卓越的
角色，他希望張曉卿的成就能激
勵其他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為
砂州帶來更的改變及尋求更好的
發展機會。

泰益瑪目說，張曉卿從小事
業起家，慢慢擴大，在創業的過

程投入許多心力來面對與迎接挑
戰。

“他在發展木材業時，也確
保不會對環境的保護造成沖擊，
同時提供大量的工作及創造更多
的機會。張曉卿可說是一名先
鋒，我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人跟
隨他的腳步。＂

■砂創業先鋒
泰益瑪目透露，砂拉越過去

有許多如張曉卿的先鋒，為大家
樹立良好的榜樣，希望年輕一代
可以從中學習，成為接棒人。

他指出，張曉卿在國際上運
用本身的能力，建立強大的聯絡

网，他與海外
國際市場與公
司的緊密關係
可為砂州帶來
利益。

泰益瑪目
說張曉卿是砂拉越之子，是砂拉
越之光，他也感謝張曉卿為砂州
做出巨大的貢獻，以過去40年的
成功經歷教導年輕一輩如何將砂
州帶往更繁榮的未來。

“砂拉越在先進經濟發展方
面已有好的開始，我有信心不只
是木材業能為國家帶來更大的經
濟貢獻，其他經濟領域如油棕种
植業亦能如此。＂

（詩巫13日訊）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榮獲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森林業“最
佳業者＂最高榮譽，並從該區州長什波爾特手中接過此最高榮譽。

什波爾特今晚在常青集團創業40週年紀念盛宴上，頒發此最高榮
譽給張曉卿。張曉卿是全馬第一人獲得此最高榮譽

者。
什波爾特頒發此最高榮譽前，先恭賀常

青集團創業40週年之禧。他說，常青集團在
該區發展約廿年，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他稱，常青集團對當地經濟和社會
發展貢獻巨大，提供許多就業機會

給當地居民，讓他們有工作、有
收入，讓他們過著比較好的生
活。

什波爾特說，該集團有
很好的國際經驗，並引進
高科技，以及符合環保
的要求；希望該集團繼
續在當地投資，且取
得雙贏的局面。

為此，該區決
定頒發森林業“最
佳業者＂最高榮譽
給張曉卿，以示
對后者貢獻的認
同。

砂州元首敦泰益瑪目指
出，砂首長丹斯里阿

德南學問淵博，且擁有足夠的
經驗，相信定能帶領砂州享有
帶來更大發展，為國家做出更
多貢獻。

他說，在新問題出現時，

也意味新契機的出現，阿德南
有能力克服問題，並且從所面
對的挑戰中為砂州制造更多新
的改變與發展契機，進而在大
馬享有更好的地位。

“過去三四十年，砂州
人民對我與阿德南有同等的認

識，我相信阿德南可獲得同
樣的支持來引領砂州朝前發
展。＂

泰益瑪目稱，政府是為人
民制造機會的人，當私人界需
要忠告時，政府也不吝從旁協
助，讓他們了解所處的工作境
況，並盡可能幫忙他們克服問
題。

“政府能否真正取得成
功，在於私人界能否配合政府
落實政策，進而制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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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元首：引領更多發展

阿德南可帶來新契機

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頒發

張曉卿膺最佳森林業者

張曉卿贈送紀念品給什波爾特（左）。

什波爾特（左）贈送紀念品給張曉卿。

張曉卿（右）頒發長期服務獎（30至35年）給巴
布亞新畿內亞的吳侞熹。

張曉卿（右）頒發長期服務獎（25至30年）給香
港的何祥財。

常青創業40週年紀念盛宴
於5月13日溫馨舉行，獲得國內
外貴賓出席。圖示主賓桌部分貴
賓，左起為砂州第二財長兼地方
政府暨社區發展部長黃順舸、魏
家祥、張曉卿、砂首長阿德南、
砂州元首敦泰益瑪目和夫人杜潘
斯里拉嘉古迪、首長夫人查米
拉、黃順舸的夫人梁寶玲、首長
署助理部長（技職教育推廣）拿
督連達立夫和夫人拿汀艾莎。

獲頒長期服務獎的員工代表與張曉卿（右七）合影。
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永久名譽會長拿督斯里黃雙安和夫人拿汀斯

里白嘉莉獻上祝福予張曉卿。

張 曉 卿
（左）贈送紀
念品給泰益瑪
目，右為拉嘉
古迪，左二是
阿德南。

什波爾特
（左）頒發

哈巴羅夫斯克
邊疆區林林業“最

佳業者＂最高榮譽給
張曉卿，張曉卿是全馬第

一人獲得此最高榮譽者。

首相署部
長拿督魏家祥參
加常青集團創業
40週年盛宴，與
張 曉 卿 開 心 交
流。

常青集團創業40週年紀念盛宴切蛋糕儀式。左起為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聰、執行董事張昌恩、執行董事張翼卿、巴布亞新畿內亞公共企業及國家投資部部長Ben Micah、魏家祥、張曉卿、阿德南、泰
益瑪目、拉嘉古迪、查米拉、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州長什波爾特卿、黃順舸、梁寶玲、常豐控股董事經理兼常青集團40週年慶典籌備會主席張瑩、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泰卿和常成集團執行副主席張昌富。

（詩巫13日訊）常青集團今晚在常青
酒店舉辦創業40週年紀念盛宴，來自國內
外近千位賓客出席見証與分享該集團的喜
悅與榮耀。

常青集團今年慶祝創業40周年紀念，
自本月11日起，該集團就已展開系列活
動，而今晚盛宴是慶典的壓軸項目。

常青合唱團獻唱《常青之歌》、《懷
想曲》為晚宴掀開序幕，過后，常青集團
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州元首敦泰
益瑪目先后上台致詞，緊接著則受邀與其
他嘉賓為盛宴主持開幕儀式。

在這別具歷史及紀念性日子，泰益
瑪目及州元首后潘斯里拉嘉古迪泰益、砂
首長丹斯里阿德南及首長夫人潘斯里查米
拉、砂州務秘書丹斯里慕西迪、首相署部
長拿督魏家祥、砂第二財長兼地方政府暨
社區發展部高級部長拿督斯里黃順舸及夫
人拿汀斯里梁寶玲、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
州長什波爾特、巴布亞新畿內亞公共企業
及國家投資部部長Ben Micah、張曉卿及夫
人潘斯里吳宇珠、常青集團執行董事拿督
張泰卿、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執行
董事張建卿、常豐控股董事經理兼常青集

團40週年慶典籌備會主席張瑩、常青集團
執行董事張昌恩、常成集團執行副主席拿
督斯里張昌富、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聰受
邀上台合切慶典蛋糕。

在晚宴上，該集團播放企業40週年紀
念短片，讓出席者對該集團創業40年的歷
程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為了感謝賓客支持及親臨盛宴，常青
集團各子子公司的代表過后也上台敬酒向
彼等致上誠擊的祝福。

慶祝40週年紀念之際，常青集團集團
也對資深的員工表示感恩及感謝，特別頒
發長期服務獎給他們，享譽國際的俄羅斯
愛樂交響樂團也受邀在晚宴上獻藝，賓客
們陶醉在世界級的高水准表演中，並不時
報以熱烈的掌聲。

常青合唱團隨后在陳鳳仙指揮下，
獻唱《唯有上帝》、《詩篇二十三篇》，
以及眾人耳熟能詳的馬來民謠組曲。全體
來賓過后起立，心手相連合唱《友誼萬
歲》，希望彼此友誼恆久長存。

晚宴結束后，常青集團也精心安排在
城市廣場燃放煙花，璀璨迷人的煙花為常
青集團40周年盛宴畫上美麗的句點。

近千賓客分享喜悅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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