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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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品格责任  逆境中谋求突破始终如一
——访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永龙

这是一场时间与意念的邂逅，这是一场金钱与良知的碰撞。五十年坚守，滚动的是对

行业的热忱与对客户的责任，是品质的傲然独立与发展的蒸蒸日上。

专注为匠，专心为创，以匠心做匠事，求创新谋发展。有这样一个人，他从父辈手中，

接过镶着钢珠的轴承，也接过了产业传承的重任。品质为首，诚信为人，常忆旧时，展望未来。

守护一份社会良知，坚持一份社会责任，他就是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永龙。

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永龙

五十年日夜更替，一载初心未曾变。坚

持中见思量，发展中见信念，理念中见境界，

行动中见成绩，一个轴承，一段故事。这个

故事，还要从五十年前讲起。

踏实肯干学知
辛勤夫妻创业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大腾飞的

时代，各行业并肩蓬勃发展。未结婚前，嘉

义县竹琦乡果农家庭的林义堂先生与彰化的

农村姑娘黄月理都出身于传统家庭，中国传

统美德根深蒂固，勤俭朴实，脚踩实地，勤

奋苦学等印刻在林义堂黄月理身上的品格使

得二人从未停下脚步，在喷漆、服装批发销售、

车厂工人等岗位上兢兢业业。

1968 年，岳母及太太黄月理在彰化、舅

舅在高雄从事轴承事业，两位结为连理之后

北上台北创业，白手起家，于台北县永和市

( 现新北市永和区 ) 成立了 TTN 永兴轴承有限

公司。

林义堂先生喜欢动手尝试，在当车工的

时候，他发现老旧马达、车辆中的轴承拆解

后还能发挥功能，因而对轴承的耐用度激起

了兴趣。

轴承是机械中主要零件之一，用于支撑

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

并保证其回转精度。它的作用不可忽视，也

无物可替，是所有自动化与机电设备的基础，

是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产品。随着经济的

发展，拆卸下的轴承已经满足不了越来越多

客户的需求。

1986 年，客户多次对林义堂诚挚拜托，

希望他投入开发医疗器具专用轴承。永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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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也开始了首度自主创新研发之路。1988 年，

专注自主技术研发，专业研发医疗使用轴承。

开始自主生产、设计开发各式各样的轴承。

专业定做、客制化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优

势促使永兴轴承获得客户的信赖，公司逐渐

上了轨道。

林义堂夫妻坚持在满足高质量和耐久度

两大诉求下稳定生产，深获客户青睐，逐渐

在行业内打出了名声。年纪轻轻的长子林永

龙为分担双亲辛劳，课业之余也开始到工厂

帮忙，从基层开始学起。1996 年，林永龙退伍，

全部心力都放到了永兴轴承厂。

传承中创新
助力强国崛起

1999 年，林义堂正式把永兴的接力棒递

给了儿子林永龙，年仅 23 岁的林永龙成了永

兴的当家人。在当时的台湾轴承界，凭借着

过硬的质量，永兴轴承已经颇有名气，但林

永龙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开展业务，而是在接

手公司后开始思考如何让公司产生更大的价

值，怎样为这个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正值两岸经济发展起步与转型之际，林

永龙大胆提出到中国上海设厂的想法。早些

年间，他多次与父亲来内地购买原材料，做

开发供应商的经历让林永龙观察到蕴含着无

限潜力的内地经济。素来雷厉风行的他马上

展开市场调研，基于调研的结果、合理的发

展规划以及他执着坚定的态度，成功的说服

了父母，最终成功在上海投资建厂。从台湾

到内地，最初他不得不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或许“夫妻齐心，其利断金”也成了林家的

传统，林永龙和他的妻子相携相持，每天最

后离开公司，满腹苦累，尽付时光。“所有

的付出都是一种沉淀，沉淀过后必然能种出

果实。”林永龙相信，付出的背后是收获的

荣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林永龙很喜欢巴乌斯托

夫斯基的一句话，“异想天开给生活增加了

一分不平凡的色彩，这是每一个青年和善感

的人所必需的。”同样，他认为企业的成败

就在于能否创新，创造力是人类最变通的工

具。TTN 永兴不断引进最新高端生产器具，精

进技术水平，优化员工人文素质，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产品检验与测试，将质量维持在顶
CCTV 非凡匠人栏目组以《TTN的梅花精神》为题对企业

做了正能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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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平稳的状态。

2005 年，宁波分厂成立，2008 年，昆山

分厂成立，产品线一步步完善，永兴的基业

越做越大。2009 年，林永龙奔赴欧美国家，

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在永兴原有的基础上，

加入创新营运思维及科学化管理制度，将管

理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四十年来，永兴轴承开发了无数新型

轴承，轴承生产通过了 T16949 品质认证，

产品除了经过高规格的寿命测试外，还符合

RoHS、Reach、CPSIA 等严格出口检测标准，

已被广泛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时刻为人

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满足了海内外消费

者的需求，并对全球性的绿能运动和资源保

护作出贡献。永兴凭借着在精密加工方面的

优势，不断开发机械原件，加强零件的精密

程度。

永兴投入大量检验设备仪器，树立高品

质标竿让市场健康稳健，重视社会公益及环

境永续，以此创造社会、客户、公司、职员

及配套厂商五赢的局面，互惠互利、提高竞

争力，进行高品格的商业活动，为消费者提

供保障性的商品。创造一个新文明、值得信

赖的社会是永兴人的基本目的。

目前，永兴轴承在台湾和大陆都建立了

生产基地，逐步确立并完善了以生产为核心、

技术为指导的事业机制。内孔 2mm-25mm 深

沟系列轴承成为永兴的王牌，材质有轴承钢、

不锈钢，永兴秉承着以“创新合作共赢”的

宗旨，针对产品特性、使用条件进行特别设

计开发，以数十年经验为顾客提供定制化生

产，以达到节约开发成本和时间的目的，致

力于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商场注入品格力
坚持塑造华人正信品牌

“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轴也。”

做轴成轴，林家人成了直的传承者。“轴”，

正直而固，好像成了融入林家人骨血的命脉

象征。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轴承行业进入白热化竞争的时代。部分同业

者为角逐市场，不惜拉低成本进行降价竞售，

低质量产品伤害了轴承的整体市场。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不论

市场多艰困，林义堂始终坚守质量底线，只

愿提供给客户最有价值的产品。即使成本过

高利润低下，他还是要给客户提供高质量产

品。“良知、坚持”成为林家的传承理念。

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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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份坚持，守护一份良知。

林永龙时常和员工讲：“利润不是优先，

要有商业品格，诚实实在最重要。”企业文

化体现在产品中，广大顾客最先感受到的是

永兴的诚恳，好产品换来老主顾，这些人成

了林家三、四十年的老友，对林家人来说，

这份情谊比什么都珍贵。

持续批量自动化生产、品质稳定、交期

迅速、生产备料、商业品格等优势帮助永兴

在 2017 年接到了富士康的订单。林永龙十分

重视此次合作，针对合作对象，制定了 58 项

接单计划，永兴团队克服了合作过程中的诸

多挑战，获得了好评。同年，永兴与哈啰出

行达成合作，成为哈啰出行旗下哈啰单车的

指定轴承生产企业，高品质的轴承部件为哈

啰单车的轻便好骑贡献了莫大力量。哈罗单

车成为大众出行首选目标，永兴功不可没。

捷安特、华硕等知名品牌，也向永兴伸出了

橄榄枝，逐渐达成合作成为伙伴。永兴轴承

也在车轮的一次次转动中构建起了对用户、

环境和城市友好的新出行生态。

除了做高质量产品，塑社会企业，永兴

轴承还重视社会公益及环境永续。“取之于

顾客，用之于社会”，林永龙和永兴轴承在

默默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大力赞助台

湾无毒世界协会、无犯罪组织等慈善人道组

织。林永龙创造好的影响力，热忱用活动与

知识，给予青少年文明的关怀。“以无毒世

界为起点，以世界无毒为目标”，以高品格

产品唤起新的社会文明，用产品标准，塑品

质信赖，让顾客满意，共同创造值得信赖的

社会。“为社会消费者，提供有保障的商品，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永兴在创造社会价值

的同时，也一直强调净化商业环境，从自身

做起，严以律己，与供应商共同努力，为营

造积极、健康的商业环境而努力。

匠心以诚动人，匠魂以坚感人，匠神以

承化人，匠工以品慨人。匠人做匠工，传承

的不仅是品质，还有精神。永兴为工，林家

为匠，传承的，是逆境中不屈，顺境中不惑，

是坚持和真诚，是品质和诚信，是创新和奋

进，是希望和未来。“永兴轴承，安心运转”，

相信在林永龙的带领下，永兴团队的轴承会

越做越新，越做越精。永兴，则永远兴盛！


	原创发明服务国家  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访孙建华“铸就中国梦”的科研之旅
	药食同源辟新路  健康饮品领头牛
	——访杭州领头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昊龙

	坚持成就梦想  奋进博取未来
	——访北京时间玫瑰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陈春萍

	四面垂杨十里荷  根植乡土振兴歌
	——访安徽亿香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发苗

	发展绿色农业，打造绿水青山
	——访沈阳天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连营

	创新科技  喜迎未来
	——访武汉蓝海燕智能装车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周燕权

	传承古早文化精髓  发扬先祖利民精神
	——访杨凌徐公理和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秀丽

	玫瑰致富路  感动全中国
	——访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夹金山清多香野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玫瑰姐姐”陈望慧

	舌尖美食东安鸡  坚定传承守匠心
	——访湖南寻源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宗霖

	领先科技铸就环保精品
	大爱情怀守护全民健康
	——访丹东盛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世盛

	饮之忘忧  酌之疗愁
	——访北京顺利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家麟

	砥砺前行  共铸明日之光
	——访四川中联世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朵

	科技创新健康净水  公益普惠生态文明
	——访昆山市方氏纳米能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建新

	创业海阔梦为航  成就香自苦寒来
	——访浙江海烥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默

	守一以止  善播广域
	——访四川正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疾风知劲草  砥柱立中流
	——访山东奥旺迪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佳阳

	美人如玉志难摧  铿锵玫瑰展芳华
	——访云南宝琳堂珠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兆凤

	弘扬传统当先锋  民族复兴担使命
	——访世界华人总会会长勾李华

	运筹帷幄定乾坤  远见卓识创辉煌
	——访中国期货投资第一人王在荣

	追梦不息五十载  初心不负行未来
	——访辽南蘭亭书画院院长赵喜达

	追寻生态  造福健康
	——访春归保健科技有限公司杨梦海

	以梦为马守习艺传功初心
	以武止恶致安平康健之道
	——访南京致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温俊山

	坚持初心做民之企业  持续创新造国之辉煌
	——访上海倍恩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金京浩

	品质保证立基业  做大品牌筑未来
	——访北京龙凤成祥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修身

	掬清风明月在手  于大山深处造梦
	——访赤峰开元荒山河道治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爱民

	产融创新对标现代农业
	无忧生态保障舌尖安全
	——访北京食无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黄凯宸

	创新收获成功品质拥抱未来
	——访添籁家居（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增荣

	掬清风明月在手  于大山深处造梦
	——访赤峰开元荒山河道治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爱民

	锐意进取展事业  专业服务拓未来
	——访湖南威龙潜水打捞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军军

	用品质塑造品牌形象  以匠心彰显企业价值
	——访德州隆达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志朋

	花都中汇梦出彩  勇往直前创未来
	——访广州市中汇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章继鹏

	技术创新驱动能源发展  民族品牌成就产业价值
	——访石家庄圣泰化工有限公司创始人梅银平

	创造绝佳服务体验  定义崭新汽车生活
	——访德师傅（中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张久鹏

	四季各有风采佳  愿以美景赠世人
	——访贵州四季风采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磊

	描龙秀凤敢为先  日升月恒欣向荣
	——访青海素隆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苏晓莉

	守医道  保康健
	——访云林全息堂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莫云林

	让爱好在收藏中增值  让情怀在市场里远行
	——访佛伦艺术收藏有限公司创始人龚美霞

	让情怀融入使命  用创新引领未来
	——访河北正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盖彦军

	医养结合探索健康养老，创新模式助推行业转型
	——访北京益康集团创始人、北京市人大代表施颖秀

	创新人才乘风破浪  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访西安米克跨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珉恺

	蔬香美景是清欢  黔江深山有壮志
	——访重庆市壮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胜海

	专注技术创世界领先  亲民产品为大众造福
	——访苏州瑞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世乾

	为人民服务  要脚踏实地的做个务实家
	——访贵州省南中源茶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波

	酒香难比情浓  尊老孝奉太翁
	——访四川太翁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强

	国家政策积极响应者  文化产业阳光践行人
	——访湖北盛世集团、枝江歌库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唐进华

	铿锵有力创业路  不忘初心蛇博梦
	——访江西省新干县蛇博园总经理胡志明

	玉桂香满四方  八角畅销中外
	——访城港市绿康香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韦力

	赤心灼灼战商海    品质诚信闯未来
	——访河南融茂建材有限公司创始人刘俊辰

	和衷共济创家园，风雨同舟迎美满
	——记深圳市傻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张瀚文

	赤子情怀显大爱   深耕农业趁年华
	——访安徽农耕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汉青

	铸匠心品牌，树行业标杆
	——访广东大掌柜财税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国义

	坚守品格责任  逆境中谋求突破始终如一
	——访上海永兴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永龙

	稳步前行心怀壮志   舌尖美食以安为先
	——访怀安县宏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洪仲

	科学减脂塑造健康  创新发展走向世界
	——访珠海达德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树义

	信则通   通则达   达则兼济天下
	——访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戚玉峰

	志愿者毕晓明赴崇义县编研温暖之家爱心协会
	开展牢记历史交流活动
	（江西赣州崇义县利民大药房龙峰谢文淦推荐稿件）

	谢文淦文学奖
	谢海巢：纪念我的父亲
	开创大健康锦绣天地，打造振兴民族企业
	——访武汉合和大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健

	赤子雄心守诚信   一片真意为家乡
	——访增城兴锋高旺洗漂印染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德锋

	融通天下创品牌   共赢未来显情怀
	——访泉州春慧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赖鸿春

	创新无捷径   厚积方勃发
	——访深圳市英达维诺电路科技创始人林超文

	独树一帜行他路，风物长宜放眼量
	——访陕西城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诚斌

	合心筑传奇，匠心赢辉煌
	——访宝鸡市钛程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宝明

	星河好夜闻清佩   云雨归时带异香
	——访宝士迪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博

	专注中国教育   助力中国梦想
	——访深圳玉成心理教育创始人付景宇

	道医国货植物护肤普众生
	感恩奉献古法养颜见奇效
	——访上海甘育成化妆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圆霖

	宏才远志节节高   品质卓越创一流
	——访义乌市宏涛手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银叶

	坚持慈善扶贫回报社会  打造民族品牌不忘初心
	——访海南富莱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懿轩

	山肤水豢美延年  回味绵长意未尽
	——访天全县大岗山生态蛋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祥

	以匠心纹出最美人生
	——访北京罗丹妮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丹

	难舍乡情故土  书写无悔人生
	——访平山县葫芦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美合

	打造生态健康品牌  带头城乡创业致富
	——访漾濞县三宝山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常于信

	谋发展绘成宏图愿景
	历坎坷收获丰盛人生
	——访聊城盛宏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生

	琢时光之器  守匠人之心
	——访中华老字号·苏州馀昌钟表传承人田亮

	绰约迎自信  健康展未来
	——访深圳简妃国际美容美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银秀

	大健康中的小健康  小人物中的大人物
	——访8848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翊

	药食同源国瑰宝  光辉灿烂铄古今
	——访安徽清山艾草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魏升 

	打造一流美体品牌  享瘦健康美好人生
	——访淄博纤筱美容美体有限公司创始人孙祥艳

	医养结合新理念  守护健康显情怀
	——访山东善合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伊祖良 

	深耕细作稳扎稳打  情系八桂智汇绿城
	——访广西正田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中宁

	坚守品质创品牌  使命担当赢未来
	——访磁悬浮润滑油(苏州)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蒋成祥 

	科技智造未来，精品立足长远
	——访汕头市恒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恒 

	创新科技  守望安康
	——访安徽百鑫康预防医学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盛蓝雅 

	诚信做优质产品  品牌赢创新未来
	——访桂林漓江茶厂有限公司创始人黄荣雄

	从互联网创业的梦想  到智能化办公的未来
	——访滕州市铭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卢山 

	质量缔造品牌  创新引领发展
	——访武汉拓优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柳曦

	匠心付传承创新为发展
	——访揭阳市东升雄兴红木厂总经理陈建方

	自来水直饮奠基人
	——访湖州健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纬

	承一个梦攀一座山
	——访极链科技创始人金明

	经济充盈生活科技丰富物流
	——访上海道裕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陆小建 

	青年应怀鸿鹄志  发展传统蓄力先行
	——访台州溢豪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秀渊

	承传统文明  展精彩华夏
	——访乐平市建文古建筑有限公司柴春华 

	专注曲调悠扬之葫芦丝 传承古典民乐走向中外
	——访河南云之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志民 

	开基立业莫忘初  漆雕通世新名片
	——访湖南漆雕氏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毛小文

	桂馥兰馨茶意浓  三十余载爱茶人
	——访福建春伦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傅天龙

	科技创新赋能运动产业  智能制造成就民族品牌
	——访东莞市仁通硅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胡国仁

	地下工程勇者前行  坚持创新匠心独具
	——访广州金土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雪华

	跨界创业投身主题乐园  设计创新提升行业标准
	——访新道信创意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裁吴士鋋

	熠光流转  灿焕梦途
	——访上海茂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程贵龙

	悬壶济世有妙方  杏林春满心无私
	——访北京清通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志  

	个性定制塑造品牌核心  国风家谱弘扬民族文化
	——访贵州家谱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德萍  

	敢于创新造福万代  填补世界空白
	——访诺贝尔级伟大发明家王昭选  

	采撷中医之长  造福健康体魄
	——访北京高平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