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品質保證局

「機構嘉許大獎2022」頒獎典禮
圓滿舉行

香港品質保證局於2022年8月26日假九龍尖沙咀凱悅酒店宴會大禮堂舉辦「機構嘉許大獎2022」頒獎典

禮。

自新冠疫情出現後，更多人反思可持續發展這重要課題；各地政府在推動復甦政策和措施時，均希望重

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以助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在這大趨勢下，機構需要在新常態下提升應變能力及自我增值，為疫後復甦作好準備外，亦要定立可持

續發展的風險管理策略，不斷優化在環境、社會及管治 （ ESG）方面的表現，以配合政府的氣候變化和

可持續發展政策。

為推動更多機構在新常態下優化管理，為可持續發展作貢獻，今年本局再度舉辦「嘉許機構大獎」，推

出有關「抗逆貢獻」、「碳中和貢獻」及「ESG貢獻」嘉許項目。業界反應十分踴躍，獲得「抗逆貢獻

金章」的場所超過160個，地點遍佈港、九、新界及離島；另外有41家知名機構，獲得貢獻管理嘉許獎項。

這些獲獎機構及場所，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地產發展、物業管理、建築、工程、餐飲、展覽、物流、電

訊、製造及化工業，亦有環保服務、青年服務和社會福利等界別。

當中，機構領袖和前線人員，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大獎亦設有個人獎項，藉以表揚他們所作出

的貢獻。這次嘉許活動除了肯定機構、領袖及前線人員的努力成果外，亦旨在鼓勵更多機構加強員工培

訓，與業界分享經驗，互相借鏡，不斷追求進步。期望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將可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

續發展，一起建構更具韌性、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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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機構代表出席是次活動



香港品質保證局

「機構嘉許大獎2022」
頒獎典禮
圓滿舉行

是次頒獎典禮亦設立專題分享環節，成功邀請國際專家領袖偕同本地業界代表探討疫後新常態下，機構

如何應對挑戰，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接下來會舉行專題分享環節，我地好榮幸邀請到國際專家領袖

同埋本地業界代表，一齊探討新常態下機構如何應對挑戰，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嘉賓講者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質量管理體系標準聯合技術協調小組主席及ESG策略諮詢小組成員倪國夫

博士（Dr. Nigel Croft），分享國際標準於推動ESG及可持續發展上的角色。疫情關係倪博士未能親身出

席典禮，改爲透過影片方式演講。

現場小組分享及討論環節由本局運營總監丁國滔先生主持，成功邀請九龍樂善堂代表，總幹事劉愛詩女

士, MH及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集團品質及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鍾耀麟先生擔任嘉賓講者，分享機

構如何克服挑戰，在疫情下為社區提供支援，以及推行碳中和策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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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右圖）表示，相信往後的日子，這

些得獎者將繼續發揮領頭的角色，鼓勵更多機構及業界人

士，加強應對不同風險的能力，從而提升衛生抗疫、營運

持續、碳中和及ESG方面的表現，惠及整個社會。

本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 （左圖）道： 「我們

十分高興看到，雖然疫情持續，但仍有許多

勇於承擔的機構，一直以正面的態度應對挑

戰，在努力穩住核心業務的同時，積極為社

區伸出關懷之手，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香港品質保證局

「機構嘉許大獎2022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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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

晶苑時裝有限公司

富士膠片商業創新香港有限公司

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西草灣（二廠）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將軍澳中心－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萊坊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環球貿易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MOKO新世紀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大埔超級城

鴻輝預製件有限公司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際交易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亞太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尖沙咀中心

亞洲國際博覽館

佛山市三水桐井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品質保證局

「機構嘉許大獎2022 」頒獎典禮



香港品質保證局電子通訊 2022年8月26日

*排名不分先後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商場1期 駱敏儀女士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第一城 馬錫河先生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都會 羅玉娥女士

亞洲國際博覽館 麥雄峰先生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羅羽家女士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高韻姿女士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譚彩英女士

九龍樂善堂 彭家榮先生

富城集團 伍英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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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余振偉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亞洲國際博覽館
行政總裁陳芳盈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嘉湖商場1期
行政總裁趙宇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置富第一城
投資及投資者關係總監孔元真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置富都會
資產管理助理總監徐志宏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排名不分先後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羅威德
傑出ESG貢獻領袖

嘉宏航運有限公司
集團董事長劉石佑
傑出ESG貢獻領袖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首席行政官，人力資源部總經理陳穆娜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鄧仁杰
傑出ESG貢獻領袖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孟樹森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東莞市南城艾德勒職業培訓學校
總經理劉石忠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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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總監（場地營運）黃寶儀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高級分區經理胡祉民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主席及行政總裁鄺正煒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朱啟明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官、集團董事黎景隆

傑出ESG貢獻領袖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培訓）張大恩

傑出ESG貢獻領袖

九龍樂善堂
總幹事劉愛詩女士, MH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富城集團
董事總經理鄭錦華博士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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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建築材料）
- 卓越遠見碳中和規劃藍圖

*排名不分先後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機電工程）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置富都會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共享知識）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嘉湖商場1期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工作環境）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置富第一城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全力策動員工參與）

亞洲國際博覽館

•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展館及會議室）- 彰

顯碳披露績效
• ESG卓越遠見管理機構 - 碳中和及抗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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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排名不分先後

嘉宏航運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供應鏈及物流）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工作環境）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員工支援）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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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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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全力策動客戶參與）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物業管理 - 商場）-
計劃最多碳減排措施 （2022）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物業管理）
- 卓越遠見碳中和規劃藍圖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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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ESG進階管理大獎（印刷業）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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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ESG進階管理大獎（印刷業）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建築及工程）
- 社會貢獻機構（促進優質就業和經濟增長）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九龍樂善堂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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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富城集團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創新）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化工行業）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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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hkqaa.mkt@hkqaa.org 網站：http://www.hkqaa.org

電話：香港 (852) 2202 9111 澳門 (853) 6238 8759 / (852) 6293 0647

上海 (86 21) 6876 9911 廣州 (86 20) 8383 3777

西安 (86 29) 8636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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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2期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麗城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映灣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城中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凱帆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銀禧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麗港城商場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馬鞍山廣場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駅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荃薈

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Kitchen

亞洲國際博覽館 展館及會議室

亞洲國際博覽館 澐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城

荃新天地管理有限公司 荃新天地

荃新天地2管理有限公司 荃新天地 2

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愉景灣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愉景北商場

愉景灣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愉景廣場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津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碧濤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璧如臺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愉景廣埸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頤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蔚陽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康慧台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堤居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寧居及海藍居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畔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時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明翠台及明蔚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寶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蘅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十七期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意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悅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澄湖畔一段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澄湖畔二段

粉嶺名都管理有限公司 粉嶺名都商場

又一城 (2011) 有限公司 又一城

高衞物業管理 海逸坊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淘大商場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Fashion Walk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家樂坊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雅蘭中心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荷李活商業中心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康怡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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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山頂廣場

總部有限公司

香港興業成業有限公司 8咪半

香港興業成業有限公司 聯合報大廈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

司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錦薈坊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荃錦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景山莊

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希爾頓中心

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迎濤灣商場

藍灣半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藍灣廣場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國銀行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啟匯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興瑋大廈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無限極廣場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一號九龍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上林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會所大廈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愛琴海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星堤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寶怡花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中央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Grand YOHO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HomeSquar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環球貿易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帝庭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貿易之都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MOKO新世紀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廣場一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廣場三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葵興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大埔超級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V Walk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時代中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旭埔苑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鷹君中心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朗豪坊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花園道三號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利東街

祥裕管理有限公司 朗豪坊辦公大樓

萬泰服務有限公司(麗都花園管理
服務中心)

麗都花園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青年廣場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南灣如心酒店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The Lily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Canton Pot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旺角薈賢居

荃灣西如心酒店 荃灣西如心酒店2座

奧海城一期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一期

奧海城二期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二期

奧柏御峯管理有限公司 奧柏∙御峯

荷里活廣場有限公司 荷里活廣場

帝庭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庭軒購物商場

帝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帝都酒店

帝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帝京酒店

S.H.K.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鴻基中心

上水名都管理有限公司 上水名都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淺水灣道38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電氣道148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碧湖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金馬倫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景灣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囍逸 - 28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國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際交易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遠東金融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座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萬金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亞太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觀塘碼頭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逸瓏坊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海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典軒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歐美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德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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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朗∙御峯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屏會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麗斯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花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沙田商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海坊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宏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御庭居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The Hennessy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雅濤居購物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Three Bays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尖沙咀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屯門市廣場第一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麗花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灣花園購物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盈豐商業大廈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3 MacDonnell Road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如心廣場商場一期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如心廣場商場二期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One Hennessy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大學閣

豪景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豪景花園商場

城景國際

御金∙國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薈

帝峯∙皇殿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三期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翩滙坊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寓·弍捌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盈門

黃埔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時尚坊

振華工程有限公司
將軍澳-藍田隧道-P2/D4 路及

相關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