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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宣布 2018年第四屆投資者關係大獎得獎名單 

 
港交所榮獲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大獎－大型股 

 

（2018年 5月 21日，香港訊）—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今天宣布 2018年第四屆投資者關係大獎得獎

者（「投資者關係大獎」或「大獎」）。  

 

每年一度的投資者關係大獎連續舉辦了四年，旨為表揚於投資者關係表現出眾及奉行最佳守則的香港

上市公司及投資者關係專才。來自上市公司、投資者關係行業及投資者界別的嘉賓超過 300 人蒞臨出

席今天的投資者關係大獎會議及頒獎典禮午宴，共同祝賀各得獎者於投資者關係工作中的卓越表現及

貢獻。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很榮幸邀請到歐達禮太平紳士（Ashley Alder, JP），擔任頒獎典禮午宴的主

禮嘉賓及主題演講嘉賓，並於頒獎禮上頒發「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大獎」。 

 

第四屆投資者關係大獎得到上市公司熱烈參與，共有 184 家上市公司接受提名參賽。一如既往，獎項

由買方及賣方投資者於網上投票選出得獎者，合資格投票人士可投選心目中最優秀的投資者關係專才

及上市公司。投資者關係大獎得到投資界的廣泛支持，一共逾 600 位合資格投票人投選各獎項的心儀

公司。今年有 48間上市公司獲獎。在所有獎項組別之中，「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為最高榮譽的

大獎，由評審團從所有獎項類別的優勝者中選出，以表揚在投資者關係中展示出全面卓越表現的公司。

今年，「整體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大獎」大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的得獎公司分別為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88）、置富產業信託（股份代號：778）及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178）。 

 

此外，為表揚於更多投資者關係方面表現出色的公司或專才，「最佳投資者關係推介材料」將分拆為

「最佳數碼投資者關係」、「最佳投資者推介素材」及「最佳年報」三個組別，以表揚參加公司在特

定專業知識範疇的優秀表現。儘管獎項組別數量增加，但獲獎公司的數量較低於上一年，體現了評審

團的嚴格標準。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創會主席陳綺華博士表示：「2018 年乃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十周年紀念，亦是投

資者關係大獎自 2015年推出後第四屆舉辦。過去一年，投資者關係大獎得到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及相

關從業員支持和參與，他們深明投資者關係的策略價值並致力實踐最佳守則。隨著申請參與的上市公

司數目增加及投票反應踴躍，投資者關係最佳守則對香港上市公司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投資界及行內

專才亦認同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價值及得獎者於投資者關係的優秀表現。我們很高興見證本港投資者關

係專業的規模及水平顯著提高，亦欣然看到投資者關係作為專業更廣泛地實踐投資者關係最佳守則以

及投資者關係在香港上市公司及投資界日漸成為企業管治的關鍵元素之一。未來，我們將繼續堅守致

力提升香港優秀投資者關係基準的使命，藉此鞏固維持香港作為全球最理想國際金融中心及資本市場

之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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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投資者關係大獎獲獎公司包括（按股票號碼排序）： 

 

股份代號 公司 

0002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0004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0005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0016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0017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0035 遠東發展有限公司 

0163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0173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017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0179 德昌電機控股有限公司 

0200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0242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 

0291 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 

0388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0435 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0494 利豐有限公司 

0636 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 

0700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0729 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 

0772 閱文集團 

0778 置富產業信託 

0808 泓富產業信託 

0823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0868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0887 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0906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 

1112 健合（H&H）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117 中國現代牧業控股有限公司 

1200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 

1361 361度國際有限公司 

1368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381 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 

1458 周黑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569 民生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1828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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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中國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2018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2199 維珍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202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3 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331 李寧有限公司 

2343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2778 冠君產業信託 

3358 榮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3380 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6068 睿見教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有關獲獎者的完整名單，可查閱：http://hkira.com/awards/winners.php。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很榮幸再次成為 2018年香港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官方公關夥伴及鑽石贊助商。 

 

 

評判團 

 鄭子云教授（評審團主席）  

香港理工大學 － 會計及金融學院財務碩士課程總監 

 董陳綺媚女士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丘培煥女士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前會長 

 陸東先生 

中港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首席投資總監 

 繆子美女士 

荷寳投資管理集團 － 中國首席投資總監、亞太股票聯席主管、中國股票基金經理 

 蘇哲凱先生 

EQS Group AG － 董事總經理 

 韋安袓先生 

畢馬威香港辦事處 －首席合夥人 

 徐閔女士 

香港上市公司商會 － 常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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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贊助商及官方公關夥伴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 鑽石贊助商 

金贊助商 金贊助商 金贊助商 

金贊助商 金贊助商 

銀贊助商 銀贊助商 會議贊助商 

資訊科技支援 媒體贊助 媒體贊助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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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HK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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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提倡制定投資者關係教育國際標準、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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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名會員，主要任職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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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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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香港投資者關係大獎 

香港投資者關係大獎創辦於 2015年，旨在表揚本地投資者關係行業的卓越表現，於一年一度的頒獎禮

向一眾對香港投資者關係及金融業蓬勃發展有所貢獻的專業人士頒發獎項。時至今年的第四屆，香港

投資者關係協會致力透過舉辦投資者關係大獎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及個人專才樹立投資者

關係行業最高標準。 

 

頒獎禮匯聚投資者關係專才及行內專業人士，表揚及宣揚該年度於投資者關係方面的卓越成就。 

 

更多關於獎項及網上提名的資料，請瀏覽 www.hkira.com/awards。 

 

 

傳媒查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龍肇怡 電話： +852 2864 4867  電郵：cindy.lung@sprg.com.hk 

蕭紫樺 電話： +852 2114 2820  電郵：jessica.siu@sprg.com.hk 

劉煒情 電話： +852 2114 4987 電郵：adrianna.lau@sprg.com.hk 

網站：www.sprg.asia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 

李羡明 電話： +852 2117 1846  電郵：irawards@hkira.com 

網站：www.hki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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