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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前
排左八）為“星洲企業楷模
獎＂主持推介禮後與嘉賓合
照。前排左起桂和集團執行
董事拿督劉梅英、謝叔珍、
雪隆海南會館會長拿督吳世
才、星洲媒體集團執行董事
兼行銷總監黃康元、星洲媒
體集團執行董事兼星洲日報
首席執行員許春、世華媒體
集團執行董事黃澤榮及王茀
明。前排右起為謝念芳、社
長特別助理蔡天佑、蔡國
治、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員邱天雄、梁家興、
世華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
釗、蔡維衍及吳德芳。

企業楷模獎推介

張曉卿：與華商企業榮辱與共

助轉型傳播新理念
蘋果星巴克製造奇蹟

經營，不斷的成長和走向現代、

力和服務貢獻的赤誠之情，可以得到大家最
大的祝福和支持，讓這個企業楷模獎項，成
為大馬華商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追求卓
越、獲取新知識，和贏取更高創業榮譽和成
就的標杆和平臺。

創意商品改變生活方式

現在的企業，如果要持續的

張曉年 卿在 也澳 重門 複舉 去行

的“第九屆世界華商高峰
張曉卿爵士（左）在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黃澤榮（中）及世華多媒
體有限公司市場及銷售總經理謝念芳的陪同下，為“星洲企業楷模獎＂主
會＂中說過的話，喬布
定要有所調整，要在傳統的經營
持推介禮。
斯推出的蘋果商品，從
Iphone 到Ipad，都是競
手法和理念中，注入新的思維和
企業經營與世界經濟掛鉤
爭力和創意的奇蹟。因為
“楷模獎＂主題:創新．轉型．永續
新的變革。
■張曉卿
張曉卿說，一切的企業經營，不可能
它是將天馬行空的創意，落實到現代
再是獨立和單純的，它不但和世界經濟掛
生活中，創造了新的需要，從而掀起
（八打靈再也4日訊）世華媒體集 鉤，互相牽動，它也和國內的政治、文化、
了新的時尚，成為近年來最重要的商
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 教育、宗教等互相關連和互相影響。如日圓
品，改變了不知多少人的生活方式，
（八打靈再也4日訊）
卿爵士指出，作為一份與華商企業榮辱 的貶值，亞洲週刊就有這樣的評論：最近
也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人和工作的
星洲企業楷模獎10組別
由星洲媒體集團旗下的星洲
與共，唇齒相依的報紙，星洲媒體希望 澳洲財長斯萬（Wayne Swan）表示，全球經
關係。
日報及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
濟最大的威脅，是越來越多國家，把貨幣當
邀請制
“如果說蘋果的滋味，是來
做好媒體人的角色，為華商企業的升級
（星洲網）首次主辦的“星
1. 終生楷模成就獎
作經濟的武器，他指的最大目標就是日本。
自科技的最新突破，那麼，星巴克
和轉型，傳播新的技術、新的觀念、新 而墨西哥中央銀行總裁卡斯滕斯（Agustin
洲企業楷模獎＂，表揚表現
2. 卓越楷模年度人物獎
（Starbucks）的出現和成功，就是來
3. 企業持續發展獎
卓越的我國企業。
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進而協助大家 Carstens）也指出，隨着各國狂印鈔票，熱
自對老舊商品的重新包裝，賦予它新的生命，和過
主題為“創新．轉型．
建立一個更具有競爭力、創造力、適應 錢已在全球流竄，造成資產價格被錯誤定
提名制或邀請制
去所想不到的附加價值。＂
永續＂的“星洲企業楷模
4. 零售業卓越獎
力和生產力的高素質商業社會。
價，極可能導致大規模資產泡沫化，全球經
他說，賣一杯咖啡，利潤永遠有限，但是，星
5. 產品與服務品質卓越獎
獎＂今日在本報總社由世華
濟已在醞釀一場完美風暴。
他說，過去的企業經營，可以憑着個人
巴克（Starbucks）成功的特色，就是在“平凡中
6. 企業社會責任卓越獎
媒體集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
“還有中日衝突危機，中國著名學者馬
的意志、決心、努力、奮鬥和冒險而走上成
發現不平凡＂。它將咖啡的價格和品質大幅度的提
7. 資訊科技工藝卓越獎
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主
立誠在他的新書《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
功的道路。但是，現在的企業，如果要持續
8. 網絡/數位市場營銷卓越獎
升，也與一般的咖啡區隔開來，讓喝咖啡這樣一種
持推介禮，獲得商界與華團
係新思維》中表示，中日關係是攸關全球興
的經營，不斷的成長和走向現代、專業化和
9. 產業卓越獎
平凡的事情，成為一種時髦的享受，甚至是一種地
領袖踴躍出席。
衰的大事，只有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中日關
10. 企業新秀獎
人性化的管理，我們一定要有所調整，要在
位的象徵；最後，讓星巴克的咖啡香味，成為城市
係，才能夠把握住時代的脈動與需求。中日
傳統的經營手法和理念中，注入新的思維和
表揚表現卓越企業
中產階層的標籤。它更創造了一種氛圍，讓群聚在
兩國應該克制各自的民族主義，超越歷史恩
新的變革。過去賴以成功的條件，在時過境
這些連鎖店的顧客，都有一種自我的認同，在繁華
這項比賽分為邀請制和提
支持伙伴
怨，實現和解。中日和解有利于實現兩國利
遷中，很可能成為再造輝煌的障礙。
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一種自我解放的場所和
名制兩種，主要表揚的對象為
益最大化，並能夠為亞洲與世界的發展和繁
氣味。
中小型企業，鼓勵他們參與國
華總
觀念思想領先可提高胜算
榮做出重大的貢獻。＂
“這也就是一種創意。它沒有任何高科技的
家的建設。
大馬中華總商會
“如果我們一切保持原狀，一切保持過
“其他如歐債危機、中國、印度的崛
含量，卻只有人性的內涵，因而成為過去十多年間
由各個行業和工商組織的
大馬中小型工業公會
去的做法和想法，那么，現在企業經營所面
起、朝鮮和伊朗的核危機和國內政局的變
的一項商業的奇蹟，更滿足了多少都市中飢渴的心
知名代表與領袖組成的獨立評
大馬連鎖協會
對的各种壓力和阻力，將永遠伴隨在我們的
化，我們都要密切關注、隨時關心。只有這
靈。＂
審委員會，將甄選出10個組別
大馬創價促進會
身邊。成功和失敗，常常只是一念之差。而
樣，我們才能夠掌握時代的契機，掌握最新
他說，對蘋果和星巴克來說，他們將一家企
的得獎者。
大馬自創品牌協會
觀念思想的領先，往往可以提供我們多一層
的商業訊息與發展動態，進而在瞬息萬變的
業，辦成了讓國家、社會和人民都感到自豪的組
“星洲企業楷模獎＂的獎
大馬企業監管機構
面的胜算和把握。＂
時代中，採取一種靈活應變與調整的策略。
織，而不是一開始就在短期的利益上斤斤計較。它
項標誌以單一中文字呈現，象
大馬國際青年商會
張曉卿今日為“星洲企業楷模獎＂主持
尤其在商業活動領域中，如果我們能夠處處
不是糾纏於少數股東短期內的短期利益，而是有一
徵星洲日報作為中文媒體的本
致同會計事務所
推介儀式時說，他衷
採取主動、洞察先機，我相信，那將是無往
種創業的氣魄，追尋人文的情懷。蘋果和星巴克的
質。
心希望星洲媒體這份
而不利的。 ＂
成功，就是大馬華商的未來。
炫亮金色的獎座頂端刻有
為華商企業敬獻心
一個中文字“企＂，展示“星 與提名，截止日期為5月31日。
洲企業楷模獎＂的名稱。四根 頒獎典禮將於10月8日在本地大
――雙威集團董事
柱子立於基座之上，分別代表 酒店舉行。
欲 知 詳 情 ， 可 瀏
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四大要素
潘斯里謝叔珍
――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市場及銷售總經理謝念芳
覽 星 洲 企 業 楷 模 獎 網 址
―創新、轉型、永續和領導。
“我認為｀星洲企業楷模獎´可鼓勵我國年輕有為的青
www.sinchew.com.my/
“此獎可以作為中小企業的一項榮譽，肯
即起接受報名提名
年企業家更求上進，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互相交流及學習的
sinchewbusinessawards或致電
定他們的付出及貢獻，同時也是星洲媒體集團
這項比賽即日起接受報名 03-7965 8888。
機會。＂
回饋社區的一項活動。
“我們也讓更多的中小型企業得以從獲
獎者的成功事例的模式中學習，提高自己的水
平。此外，一些從中小企業成功轉型為大型企
――大達機構董事經理拿督蔡國治
――華總義務總秘書蔡維衍
業的公司，也會受邀出席當晚的盛會，作為中
“
這
項
活
動
是
很
好
的
，
｀
星
小企業的一個學習榜樣。＂
“大馬的中小企業多數是華
洲企業楷模獎´可扮演很重要的角
商，而華商很多都是從小開始做
色，通過良性競爭讓我國的中小型
起，能設立這樣的獎項，將能肯定
企業更加積極地提升業務。＂
商家們的努力。＂

專業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我們一

表揚卓越大馬企業

兩

三 言 語 肯定企業貢獻及回饋社區

鼓勵青年企業更求上進

良性競爭提升業務

為企業領導人提供學習平台

獎項肯定商家努力

被提名已是肯定

――華總永久名譽會長
――馬來西亞創業促進會

丹斯里吳德芳
“星洲舉辦這項
活動可為更多的企業領
導人提供一個學習的平
台，獲獎的企業可成為
其他企業的學習典範及
學習目標，從而促進華
人的企業。＂

助大馬與其他國家競爭

總會長拿督侯建仲
“不管有沒有獲得獎
項，被提名者已是一種肯
定，這也能激勵企業更肯定
的走下去，同時帶動國家經
濟發展。＂

獎項必有一定水準
――田木科學草藥有限公司

――高峰集團（Bina Puri）

董事經理蔡偉國

主席丹斯里王茀明

“我相信《星洲日報》
作為我國最大的中文媒體肯
定有其權威性，所頒發的商
業獎項也有一定的要求及水
準，而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
企業響應這項活動。＂

“我認為這項｀星洲企
業楷模獎´，除了可以鼓勵
本地中小型企業做得更好，
還有助我國政府在國際上能
更進一步地與其他國家競
爭，無形中提升我國經濟影
響力及就業機會。＂

鼓勵新一代企業家貢獻社會
――籠的傳人餐飲集團
行政總裁葉仲恒
“我期待，這項活動
能促進我國新一批商業領
導人付出更多的社會責任
的風氣，即在獲獎後要提
拔新一代企業家，同時為
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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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設楷模獎更具公信力
――馬來西亞品牌協會會長拿督張啟揚
“由具有媒體公信力
的星洲日報來設立這樣的獎
項，將使到企業界對於這樣
的獎項更具信心。
市面上的大小企業獎很
多，讓民眾感到混淆。由星
洲日報設立的企業楷模獎，
將對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
界起到激勵作用。＂

助中小企業發展
專業稽查
助中小企業成長
――均富國際夥伴許國文
“設立此獎，除了使到企業的
努力得到肯定外，我們也將通過專
業的稽查方式，來協助中小型企業
成長，更系統化的去管理公司。＂

盼獲獎者分享成功之道
――馬來西亞連鎖協會會長拿督郭庭東
“希望獲獎的企業，屆時能
向更多的中小企業分享他們的成
功之道，協助其他企業一起成長
及邁向成功之路。＂

為華商樹立標榜
――多元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執行總監吳佳駿
“這是我國中文媒體
首次舉辦這樣的活動，相信
可為我國華商樹立標榜，而
｀星洲企業楷模獎´的理念
即競爭力、創造力、適應力
和生產力，正是我國商業領
域需加強的重要的元素。＂

――Fire Fighter Industry
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夏湄娟
“這個獎項將為我國的中小型企
業提供很多的鼓勵及認可，從而幫助
他們進一步發展，甚至受到世界的認
可。＂

鼓勵業者搞好企業
――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公會會長鄭己勝
“這個獎項將給予企業所付出的
一個肯定，並能鼓勵他們作出更大的努
力，把企業搞好。＂

盼促進商界領導人貢獻更多
――Skynet全球公司企業業務部
高級經理謝榮臻
“我希望通過
這個獎項，促進我
國商業領域領導人
為國家做出更多的
貢獻。＂

成就獲認同
成學習榜樣
――巴生中華總商會會長梁家興
“得獎者的成就能獲得認同，同時也能作為其他企
業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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