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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第五屆「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2013」於 1月 17日成功舉辦 

22間優秀企業獲嘉獎   各界名人鼎力支持 

(香港 - 2014年 1月 17日) 2013年度「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頒獎典禮於上週五（1月 17日）假香港銀

行家會所 (The Hong Kong Bankers Club)舉行，眾傑出得獎企業代表聚首一堂分享成功喜悅和經驗。是次頒

獎典禮不但獲得業界及商界鼎力支持，更備受傳媒關注，當晚名人雲集，盛況空前。 

 

第五屆「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共 22間企業獲獎 

華富財經自 2009年起舉辦「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致力評選出不同行業的優秀企業典範，以表揚及肯定

過往一年在其商業界別的表現。每年「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除了延續鼓勵企業精益求精之精神，更致力

發掘更多表現優秀的企業。今年第五年舉行盛事，共有 22間企業獲頒殊榮，獎項類別亦比歷年多。 

今屆獲獎公司的行業類別廣泛，包括金融服務、房地產、投資移民、珠寶零售、流動通訊服務、航空服務、

中小企業服務、旅行社、娛樂製作等。今年有七間公司再次勇奪大獎，包括: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信

協集團、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卓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首次獲獎的有十四間公司，包括: 加拿大航空、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中信銀行(國

際)、中國建設銀行(亞洲)、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置富產業信託、世

代娛樂及製作有限公司、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胡康邦移民顧問公司、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先機環球投資、PCCW-HKT流動通訊服務。其中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更以傑出證券

商以及傑出人民幣基金管理獲取兩項殊榮。 

盛大頒獎典禮   獲各界精英支持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Bernard Pouliot)於頒獎典禮致辭時表示 :「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從

剛創立時頒發獎項予 5間獲獎公司至今屆頒發 22間，獎項不斷發展壯大並得到越來越多業界的認可，希望透

過此殊榮，令公眾與投資者更清楚及了解得獎企業於過往一年的努力，令企業形象及旗下品牌更深入民心。」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建興亦表示，在剛剛過去的 2013年環球經濟充滿挑戰，眾多得獎

企業能在激烈競爭的行業中脫穎而出，足以突顯他們雄厚的基礎和獨特的優勢。  

今屆大獎頒獎典禮，華富財經邀請到中西區區議員陳浩濂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委員蔡思聰先生、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博士，以及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IFAPC)理事

黃德几先生擔任頒獎嘉賓，共證盛事。蔡思聰表示，「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除授予本港優秀上市公司外，

其特別之處亦在於肯定區內眾多其他中小型企業的成績，促進區內營商環境發展，同時進一步提升「華富財

經傑出企業大獎」的公信力與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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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媒體關注  多間贊助商送出名貴禮品 
 

一眾媒體好友亦大力支持是次盛會，除合作媒體和訊網外，更包括多間支持媒體，如經濟一週、騰訊財經、

東方財富網、全景網、財經網、鳳凰網及中金在綫等。其中多名記者更親臨會場參與是次盛會並作出專題報

導。華富財經更獲得多名贊助商送出名貴禮品，以推動當晚熱鬧氣氛，其中包括: 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送出高

爾夫球及住宿套票、麗星郵輪送出郵輪假期套票、安納塔拉度假會送出雙人 3日 2夜峇里島度假村連機票及

Impact Originals送出薄荷糖等。 

# # # # # 

 

  「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2013」獎項類別 

 

 
獎項類別 得獎企業 

1 傑出保險公司 2013 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2 傑出航空公司服務 2013 加拿大航空 

3 傑出中小企業服務機構 (銀行) 2013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4 傑出商業評值及估值服務 2013 信協集團 

5 傑出財富管理平台 2013 中信銀行(國際) - CITICfirst 

6 傑出跨境金融服務 2013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7 傑出強積金計劃 2013 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 

8 傑出珠寶零售網絡 2013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9 傑出資產管理公司 (中國市場) 2013 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傑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2013 置富產業信託 

11 傑出娛樂製作公司 2013 世代娛樂及製作有限公司 

12 傑出證券商 2013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13 傑出人民幣基金管理 2013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14 傑出強積金服務機構 2013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5 傑出投資移民顧問 2013 胡康邦移民顧問公司 

16 傑出窩輪發行商 2013 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傑出旅行社 2013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18 傑出投資者關係 2013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19 傑出基金管理公司 2013 先機環球投資 

20 傑出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 2013 PCCW-HKT流動通訊服務 

21 傑出海外地產投資顧問 2013 卓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2 傑出企業社會責任 2013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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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2013」照片 

「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2013」網站: http://quamedm.quamnet.com/landing/OSA2013/index.html 

 

 

後排左起： 

卓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趙梁麗兒女士、高級副總裁兼零售銀行業務副主管瞿惠玲女士、香港

電訊有限公司流動通訊市務副總裁周銘成先生、先機環球投資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黃家樂小姐、新

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高級主任投資者關係莊婉婷小姐、東亞銀行企業銀行處業務拓展部主管黎國威

先生、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孫志強先生、加拿大航空企業客戶經理 Vanessa、信協集

團行政總裁 Mr. Brett Shadbolt、世代娛樂及製作有限公司常務董事溫敬德先生、置富產業信託

投資及投資者關係部董事孔元真女士、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機構業務客戶關係部總監何慧

兒小姐、星晨旅遊有限公司高級總經理黃頌堅先生、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總經理譚子健先生，

以及安納塔拉度假會高級業務發展經理招惠貞小姐。 

前排左起： 

海通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及董事總經理楊建新先生、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胡國良先生、胡康邦移民顧問公司董事胡康邦先生、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集團首席財務

總監馮潔儀女士、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IFAPC)理事黃德几先生、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

團主席包利華先生(Bernard Pouliot)、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建興先生、中

西區區議會區議員陳浩濂先生、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蔡思聰先生、上投摩根(香港) 投資總監鍾淑芬女士、中信銀行(國際)財

富管理及零售信貸部執行總經理劉子勤先生、富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亞洲區市務及企業傳訊副

總裁任佩儀女士，以及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市場部經理梁詩琪小姐。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致歡迎辭。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建興先生致感謝辭。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管理層: 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和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

建興先生帶領進行切餅及祝酒儀式。 

 

左起: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蔡思聰先生、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建興先生、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 

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IFAPC)理事黃德几先生、 

中西區區議員陳浩濂先生及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博士。 

http://quamedm.quamnet.com/landing/OSA201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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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左) 贈送紀念獎座予香港中小型

企業聯合會會長郭振邦博士(右)。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左) 贈送紀念獎座予中西區區議

員陳浩濂先生(右)。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左) 贈送紀念獎座予香港專業財

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IFAPC)理事黃德几先生 (右)。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主席包利華先生(Mr. Bernard Pouliot) (右)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蔡思聰先生 (左)。 

 

 

華富國際金融服務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林建興先生 (右一) 帶領「禮品環節」。 

 

 

「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 2013」獎座 

 

 

華富財經送贈頒獎嘉賓之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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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聯絡： 

華富財經(香港)有限公司 

業務發展、活動推廣及傳媒聯絡： 

Jane Chan        T: 2217-2906, Email: jane.chan@quamgroup.com 

Stella Yuen      T: 2217-2908, Email: stella.yuen@quamgroup.com 

Elaine Lo        T: 2217-2630, Email: Elaine.lo@quam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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