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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贸易大王张志诚 

姓名：张志诚 
年龄：45 岁 
业务：大凌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控股；出入口物业证券；基建等…… 
资产净值：估计约 20 亿港币 

当 1989 年东欧发生“和平演变”，迈向资本主义之际，机敏的商

人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于是纷纷投石问路。可是，

很少有人知道早在 15 年前，香港已有一位先驱者，在默默地开垦这

片处女地了。 

这位先驱者就是张志诚先生。 

世人皆知，做事要比别人先行一步。然而，只有张志诚先生才知

道，在东欧贸易方面做先驱者是怎样的艰难…… 

但是也只有先驱者才能享受到特殊的利益。张志诚的“大凌公司”

的贸易额，已独占香港与东欧直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东欧贸易大王张志诚“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有志

者，事意成，百万秦关终属楚。” 

张志诚，一个曾经陌生的名字。 

作为将东方之珠商业魅力传奇性地带入极成功的拓荒者，作为一

名刚入不惑之年执东欧贸易之牛耳的先行得，他本身就富有传奇色

彩。从以塘的“鸡寮”到量角华比银行大夏，从清贫的油塘湾“后生”

到船务文员，到营业代表，再到东欧贸易先驱，张志诚生命的减美画

卷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由平凡到不平凡，由无名到显赫的跋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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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拥有的是：超常人的信心，坚忍不拔的耐力，毅然的勇气冲

劲和一种中国人难得的冒险精神。有人曾说：“张志诚将香港新一代

富豪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商海开拓历程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还有人说：“张志诚就是香港梦的化身”。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张志诚生长于工商业乱世却长于乱中求存，同时羞涩但却偏偏投

身商海。他好似全力，不少领域均功成名就；他以修身持家打天下，

若是无所不能。商海浮沉，几度沧桑，张志诚是如何努力，方可占得

一席之地？他置身于其中后，是如何应付？方雨季创新求异，左右适

源？无数英雄泪满衣襟皆为情所因。张志诚如何以挚以诚，驭驶幸福

方舟？商场博杀残酷无情，张志诚何以凭一身胆量，挥舞长袖，挤身

富豪行列。“员工不教，业主之堕”，麾下精兵良将各领一方风骚，不

知他曾费过几多心力…… 

诞生 

张志诚，祖籍广东新兴人，1953 年在香港出生，为张家独子，

张志诚毫不讳言自己年少家贫，虽是独子，家庭亦无法供其读书。当

时张父在九龙城卖生草药，母亲则为小贩，张志诚在观塘的贫民窟“鸡

寮”长大，从未有回乡过。 

张志诚在大坑圣道小学完成小学课程后，便转往九龙圣嘉百烈中

学半工半读，每日上午返学，下午便匆匆赶往观塘一间名为“香港电

镀厂”的工厂打工，当时他做的是最低层的杂工，每日工资 8.5 元，

并天只有 4.25 元，那时候他才 13 岁。中学毕业后，张志诚踏入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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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所大学，他的第一堂课就是在油塘湾的港新布厂当“后生”，说

起他怎样找到这份工，原来是颇有趣的。 

一般来说，雇主想聘请员工，都会刊登广告让有意者来应片，但

张志诚却是自己刊登广告，让有意的东方聘请自己，他认为见工时对

方才了解自己，否则很多时候都不能让对方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综合素

质，他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反映出他为什么敢独自开创东欧贸易新

局面。 

在布厂的三年打工生涯里，虽然不需要太高的知识水平，但他工

余仍不忘进修，夜间在大埔道的香江书院以及德明书院进修中国文

学、历史、商科、英语、船务、打字等，这为他日后创业奠下了成功

的基础。 

虽然张志诚当时职位低微，但他毫不气馁，对生命依然满怀信心。

他认为“凡事都要自己争取，不劳则无获”，因此他对工作全力以赴。

三年后，张志诚转往“怡泰制衣厂”任职，在公司里他出任船务文员，

月薪亦跳升至 600 元，人生路上，他可以说是攀升了一级。 

爱的邂逅 

船务文员这份工作使他对船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

是他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张太杨可杏仪女士较张志诚年轻 3 岁，当时刚刚毕业，在一间“欧

策良”洋行任职，公司委派她到“恰泰”查货，张志诚就是这样邂逅

了自己年轻出众，娴静温婉的太太。工作上张志诚不断寻求突破，继

“怡泰”之后，他又转往另一间“永泰出口”公司，这一次竟是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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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工作，他工作十分勤，记得有一次约了未婚妻在凯声戏院门口等，

但为了公司的工作竟要她苦候 4 个小时，可异张志诚的努力并未为老

板赏识，也许当时“良材众多，沧海遗珠”。在这情形下，张志诚唯

有另寻伯乐。 

他在另一间工厂当推销员，但在公司里到老板的迫压，把他工作

应得的 20 万元佣金千方百计吞掉，最后只付他 1 万元作罢。 

在工作上他屡屡失意，觉得不如自己做自己的伯乐，于是他把仅

有的一万元，拿出 6000 元开创了“大凌企业”，另外的 4000 元则用

在自己的婚礼上，时为 1978 年。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跨入 1998 年，张志诚先生的事业如日中

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张太杨杏仪。张志诚工作繁忙，但一看到

自己太太，和二儿一女，那一股浓郁的暖流便会轻抚他的心田，会抱

以一个温馨如昔的微笑…… 

雄关如铁 

“大凌公司”最初只是一人公司。张志诚在界限街自己的住所里

租了一部电报机放在床头，开展自己的事业。电报机会经常在半夜“的

的答答”响亮起来，他睡眼惺忪中又要爬起来工作，由于工作与睡觉

的地方同在一处，因此他的工作效率奇高，经常对方才拍电服过来，

他马上便可以复电回答，这对他的事业发展是不无帮助的。 

他的生意从瑞士和奥地利开始，做的主要是成衣贸易，由于他曾

经做过后生，也做过船务文员，营业代表等，每宗贸易的过程自己都

懂得处理，当年低微艰辛之工作竟成为他今日事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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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厂家取货运往东欧售卖，这做法其实和经纪没有太大的分

别，利润十分低微，只有 5%左右，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为了

拓展东欧市场，一年大概有 9 个月离开香港，穿梭来往东欧各国之间。

张志诚说：“他以前能够用波兰话和当地人交谈”由此可见，他曾居

住在波兰的时间怎样的长了。 

张志诚的贸易生意发展良好，很快地他便有能力在旺角华比银行

大厦 305 室租下一间写字楼房间，作为“大凌”真正的办事处。 

张志诚很满足地表示，他经营“大凌集团”15 年来，从未打过

一次“败仗”。他把接洽生活比作行兵作战，而他从不打无把握的仗，

每次接洽 生意之前，他都有全盘作战计划，当衡量过没有实力与对

方硬碰时，就会马上放弃，以免浪费人力、时间。所以在经营上，他

一直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记得有一次，罗马尼亚有

商家来港，通过本港的贸易发展局做生意，贸易发展局介绍了本港多

间公司与之接洽，“大凌集团”是其中之一，当时张志诚为了做成这

宗生意，亲自第一时间前往该罗马尼亚商人入住的酒店拍门求见，可

是对方刚好出动了，张志诚于是在酒店大堂若修多个钟头才等到对方

出现，之后双方倾谈了一个钟头，张志诚便成功接下了这宗生意。 

“大凌公司”成立初期，生意全集中在成方方面，1981 年公司

的营业额已增至 950 万；1982 年张志诚把公司业务进一步扩展至其

他方面，如电视机，卡式录音机和各种音响设备等等。而且正式成立

了“大凌集团有限公司”。 

张志诚的业务除了一方面寻找客户之外，另一方面亦要寻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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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商，假若供应商产品素质差，又或者彼此的关系不好，都可能

会令到公司的业务受到影响。这方面张志诚也曾受过教训，初期曾经

有一间针织厂供应货品给“大凌”，但后来该厂东主同样开拓东欧市

场，这情况令张志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于是唯有自行再觅新的贸易

拍档了。 

1987 年间该公司与缅甸政府合作，在仰光成立毛衫厂。1990 年

5 月，再以类似的合作形式在中国大陆设厂，成立“中山大凌电子有

限公司”，令“大凌”从贸易业务渐渐伸延至生产方面。近年来张志

诚先生和大凌集团比较低调，专注，投资控股，物业买卖；出入口业

务；基建投资建设，证券和金融等等。（大凌为综合企业股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公司，编号 211“。 

“大凌集团“的写字楼，已经从以前的华比银行大厦搬到中环花

园道 3 号的万国宝通银行大厦，员工从当时的一名增至一百多名，另

缅甸和其他工厂有过万的员工。 

东欧贸易先驱 

当 1989 年东欧发生“和平演变“，迈向资本主义之际，机敏的

商人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于是纷纷投石问路，可

是，很少有人知道，早在 15 年前，香港已有一位先驱者，在默默地

开垦这片处女地了。 

这位先驱者就是张志诚先生。 

世人皆知，做事要比别人先行一步，然而只有张志诚先生才知道，

在东欧贸易方面做先驱者是怎样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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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只有先驱者才能享受到特殊的利益。张志诚的“大凌公

司”的贸易额，已独占香港与东欧直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张志诚的足迹踏遍东欧的每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

牙利、波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自己和公司的前景，张志诚说：“一切尽本分去做，成败得

失顺其自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他说在年

轻时自己曾有这只要赚到 30 万元便结束公司的念头，不过后来得到

银行界朋友的启发，才打消此想法。现在，张志诚的资产已远远超出

了 30 万元，只计算大凌改正的全资子公司长雄证券有限公司的一项，

97 年度营业额就高达 100 亿港元，即平均每天约 3 千万元的生意额。 

在张志诚领导下，“大凌企业公司“从最初公司 珍，发展至拥有

超愈千人的大型上市企业”大凌集团“，与香港一起经办过多次经济

政治及金融风暴巨大风浪的冲击，计有 1967 年暴动、70 年代股灾、

80 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90 年代楼价下滑，1997 年东南亚金融风

暴，不少上市公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集团凭首成功的业务转型，

分散市场风险，奠定稳固的经常性收益基础，资产总值更不断膨胀，

在受到强烈冲击，以及处于香港房地产吊滞及回收应收账的种种困难

下，将影响减至最低，大凌集团踏涉多次香港逆境，仍坚毅不屈，堪

称贸易股转型为综合企业股的典范。 

张志诚交游广阔，与城中名人如杨受成、余锦基、郑裕彤、郑家

纯、萧若元等亦师亦友，更谦称他们为师长、前辈。张志诚还将开拓

东欧的经历编写成书籍——《东欧投资先锋》，并由原人大常委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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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田纪云题写书面，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文化部长贺敬

之等题词。金钱与劳力对祖国地区上的捐献可见其爱国情怀，据笔者

搜罗回来的资料得到，金钱捐献中山幼儿园、云浮市老人金、广州荔

湾区老人金等，还兼任广东省文化协会副会长、北大经济客座教授，

广东省维护社会治安基金会副会长、北大张志诚奖赏基金等等。 

目前，东南亚与香港的经济已逐渐稳定睛来，但 1997 年 10 月的

金融风暴冲击，对部分乐观而充满省略的香港企业家来得比较突然，

故此，资金安排上出现短暂性的困难，但是对拥有现金的企业家和资

产基础良好的企业来说，正是进行收购和合并一些企业或资产的机

遇，他们的事业可以推上更高峰，预计香港的经济开始复苏，香港前

途还是一片光明。 

现今“大凌集团”发展成为拥有经营四大业务范围的集团，每部

份都有巨大潜力作可个别分拆而成独立发展，范围包括贸易及制造、

基建发展及营运、证券及财务融资、专案投资等等。国内的金融体制

日渐成熟，内地人民亦对金融知识不断提高，未来“大凌集团”的重

点业务，会考虑在国内证券业和金融领域的发展。凭着其丰富的财务

融资经验，为国企、股份制公司提供周详的财产增值及上市融资配股、

包销等有关服务。对推动国内企业国际化管理，有重大的帮助，而张

志诚的宝贵意见与旗下证券公司曾成功为香港企业及国内企业在香

港上市集资，均认购反映热烈。香港财经界中，张志诚凭着市场活跃、

灵活业务方案，被行内人誉为财务融资界高手，第一代传奇人物。 

2001 年圣诞节后张志诚已淡出江湖，退出争名逐利的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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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以教育后辈，恩报以前曾帮过他的友人为已任。他有如此

令人惊讶及突然的决定，身边的朋友都感觉很惋惜，笔者曾与他的一

位朋友倾谈，此君亦是某上市公司老板，曾受财政私有制、现金不足

的困扰，幸得张志诚义助，成功助其公司集资逾亿元，终于幸然渡过

难说在；对于好朋友的淡出，虽深表可惜，但作为知心之友，这次明

白其个中因由，据知张志诚曾直接或间接协助香港各上市公司募资、

集资、融资超越 100 亿港元，被誉为业界高手，绝对当之无愧。但乐

于助人的性格，无意中反而伤害自己。曾于一次应旧职员的请求，义

助他的一位朋友，为某某上市公司成功集资，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

牌上市，其负责人不但未有感恩图报，更反目相向，恩将仇报，就此

个案，很多新闻界、金融界、各业界友好等都伸张正义，并劝勉他“朋

友遇难需援手，亦需顾已而为先”。但他心境态度处之泰然，轻叹：

苟存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祈望报父母恩，还友好情；一切

顺其自然而已。 

期望这个一代传奇人物东山复出，再战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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