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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宣布首屆香港投資者關係大獎得獎者名單 

 

表現優秀的投資者關係專才及香港上市公司獲頒殊榮 

 

（2015年 5月 7日，香港訊）—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今天宣布首屆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得獎者，來自

上市公司及投資者關係專業的嘉賓蒞臨出席今天舉行的投資者關係大獎會議及頒獎典禮，共同祝賀各

得獎者於投資者關係工作中的卓越表現表揚及其致力恪守行業守則的精神。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榮幸

地邀請到香港交易所有限公司環球市場聯席主管羅力先生，擔任頒獎典禮的主題演講嘉賓。 

 

首屆投資者關係大獎收到超過 480 份有關約 190 家香港上市公司在不同獎項組別的提名。當中超過

100家上市公司確定參加，包括 32家大型股、36家中型股、34家小型股及 6家新上市的公司（其中

2 家新上市公司亦同時獲小型股獎項組別提名）。獎項由本地及海外投資界於網上投票，選出得獎者。

超過 340名合資格投票人士投下約共 4,200票，選出心中最優秀的投資者關係專才及上市公司。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創會主席陳綺華博士表示：「我們謹此衷心感謝所有參與首屆投資者關係大獎的

人士，包括提名者、獲提名公司及人士、投票者、評審團、贊助商及支持機構。各方鼎力支持令首屆

投資者關係大獎得以圓滿舉行。經過 2015年初的公開提名及其後的網上投票後，我們很高興宣佈首

屆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得獎者名單，投票結果顯示投資界認可得獎者的卓越投資者關係表現。我們欣然

宣布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分別獲評審團甄選為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

–（大型股及中型股獎項得主）。評審團同意留空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大獎–小型股，並期待小型股

類別公司及所有香港上市公司均繼續努力促進最佳投資者關係實踐。 

 

最佳投資者關係守則讓上市公司透過與各權益相關者，進行適時及具透明度的溝通，以維持企業管治

高水平。 

 

陳博士補充:「投資者關係行業於近十年才在香港崛起，尚屬相對新興的行業。我們希望藉著這個獎項

令香港市場更關注恪守投資者關係最佳守則的重要性，以及推廣投資者關係行業的專業發展。我們認

為投資者關係專才在提高投資業界的透明度及加強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溝通方面能發揮重要的角色，有

助構建更富競爭力和活力的香港股市。」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乃是次首屆香港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官方公關夥伴及贊助商。 

 

 



獎項組別及得獎名單 

*獎項以股份代號排列 

 

1. 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大型股 

0017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0322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0728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0992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1299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192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2007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 

2018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328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0291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0315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0345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0493 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 

0763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778 置富產業信託 

0817 方興地產（中國）有限公司 

2020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3800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3918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3. 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小型股 

0198 星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0210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0268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0520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0690 聯康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1200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 

1314 翠華控股有限公司 

1368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628 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2618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 最佳投資者關係（主席/行政總裁）–大型股 

0012 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 大紫荊勳賢 

0101 恆隆地產有限公司   陳啟宗先生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蘇兆明先生、王國龍先生 

192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黃紹基先生 

2319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   孫伊萍女士 

5. 最佳投資者關係（主席/行政總裁）–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郭少明博士,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0345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陸博濤先生 

0522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李偉光先生 

0778 置富產業信託   趙宇女士 

3800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朱共山先生 

6. 最佳投資者關係（主席/行政總裁）–小型股 

0884 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林中先生 

1224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林孝文醫生 

1314 翠華控股有限公司   李遠康先生 

2331 李寧有限公司   李寧先生 

2369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郭德英先生 

7. 最佳投資者關係（財務總監）–大型股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戴力弘先生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張利民先生 

0992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黃偉明先生 

192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鄭炳煕先生 

2018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莫祖權先生 



8. 最佳投資者關係（財務總監）–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陸楷博士 

0345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馮潔儀小姐 

0669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陳志聰先生 

3800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楊文忠先生 

3918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李維德先生 

9. 最佳投資者關係（財務總監）–小型股 

0198 星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伍鍳津先生 

0210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林哲立先生 

0327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   李書沸先生 

0520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趙怡女士 

1314 翠華控股有限公司   楊東先生 

10. 最佳投資者關係專員–大型股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賈文尼先生 

0322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何可兒女士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翟廸強先生、方蘊菕小姐、鄭安淇小姐 

192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安殷霖小姐 

2328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王瑾瑜女士 

11. 最佳投資者關係專員–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張靜嫻女士 

0291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謝丹瀚先生 

0345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馮潔儀小姐 

3800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楊路先生 

3918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蔡舒源先生 

12. 最佳投資者關係專員–小型股 

0268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陳信旭先生 

0520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趙海琳女士 

1200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   謝梓旻先生 

1628 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1980 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   柯霆鈞先生 

2618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劉雅萍小姐 



13. 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新上市公司 

0520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1980 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 

2111 超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4. 最佳投資者關係推介材料–大型股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0728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192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2319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 

15. 最佳投資者關係推介材料–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0345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0522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0778 置富產業信託 

2020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6. 最佳投資者關係推介材料–小型股 

0198 星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0520 呷哺呷哺餐飲管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0887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1314 翠華控股有限公司 

2618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7. 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大獎–大型股 

0823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18. 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大獎–中型股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評審團: 

 鄭子云教授 (評審團主席)  

香港理工大學 - 會計及金融學院金融系教授 

 

 蘇偉文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 - 金融系教授及商學院院長 

 

 陳綺媚女士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 - 董事總經理 

 

 Marcus Sultzer先生 

EQS Group - 亞太區行政總裁 

 

 丁偉銓先生 

香港會計師公會 - 行政總裁 

 

 繆子美女士 

荷寳 - 亞太股票聯席主管兼中國首席投資總監 

 

 徐閔女士 

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 常務委員會成員兼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席 

 

 曾瑞昌先生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 會長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及官方公關夥伴: 

 

 

黃金贊助商: 

    

 

銀贊助商: 

    



資訊科技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有關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是由投資者關係從業員及企業行政人員組成的專業協會，負責促進企業管

理層與投資界別的溝通。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於2008年成立，提倡制定投資者關係教育國際標

準、推廣最佳投資者關係守則及滿足有志於投身投資者關係行業人員的專業發展需要。協會一

直致力優化投資者關係守則及會員的專業能力及地位。時至今日，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擁有逾

400名會員，主要任職於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業。會員來自投資者關係、金融、會計、公司

秘書及企業投資等多個專業範疇，當中包括投資者關係高級行政人員及高級管理層等各級人員。 

 

更多關於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的資料，請瀏覽 www.hkira.com。 

 

傳媒查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梁麗明 電話： +852 2864 4863  電郵：keris.leung@sprg.com.hk 

劉楨 

何艷瑜 

電話： +852 2864 4852  

電話： +852 2114 4987 

電郵：stephanie.liu@sprg.com.hk 

電郵：hera.he@sprg.com.hk 

網站 www.sprg.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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