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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亞南26日訊）被定位為國內最具

公信力和最負盛名的2014年“星洲企業楷

模獎＂開始接受報名，歡迎中小型企業踴

躍參賽。

這項由星洲媒體集團旗下星洲日報及

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星洲網）舉辦的活

動，着重企業的策略管理方式，旨在表揚

卓越的中小型企業。

這項比賽將由一個獨立評審委員會篩

選出最終的得獎者，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來

自各行業和工商組織的知名領袖與代表，

分別有華總、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企管

協會、中小型工業公會、創業促進會、連

鎖協會、品牌協會及星洲媒體集團高層。

聯昌銀行獨家贊助

CIMB Bank（聯昌銀行）是這項比

賽的獨家贊助商。合作伙伴包括了Fine 

Paper Takeo馬來西亞有限公司、Skynet 

Worldwide（馬）有限公司及實達城會展中

心（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

截止日期為今年 6月 1 5 日，  民

眾可以瀏覽“星洲企業楷模獎＂官方

網站（http://www.sinchew.com.my/

sinchewbusinessawards2014），以瞭解更

多詳情。 

配合2013年“星洲企業楷模獎＂的成

功舉行，主辦單位也為去年的得獎者推出

《星洲企業楷模獎》精裝本專書，並在今

日一併舉行了移交儀式。

聯昌商業銀行方案主管梅

飛鵬說，聯昌集團與星

洲媒體之間的合作及伙伴關系，

是非常有意義的，他們選擇與星

洲媒體集團合作，主因是星洲媒

體集團不僅是媒體界值得信賴的

佼佼者，且雙方有着共同的目標

和願景，就是致力於支持國內的

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我們選擇再次參與及贊助

星洲企業楷模獎，因為雙方擁有

共同的理念。＂

他說，聯昌集團是東盟最大

的全方位銀行之一，在大馬、印

尼、新加坡、泰國和柬埔寨等國

擁有超過一千間分行。通過該集

團的商務中心及分行，他們給予

各類型企業提供完整的金融產品

及服務。

“我們深信最有效了解客戶

的方法，就是分析他們的背景及

找出他們的需求。有鑑於此，我

們通過銀行高素質的企業融資團

隊，以及中型市場企業的團隊，

與客戶建立友好的關系，幫助我

們一一滿足個別企業不同的要

求。＂

Fine Paper Takeo馬來西亞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員鍾貴銓（左）移
交模擬支票給張曉卿。右起為許春及黃澤榮。

設8獎項 6月15日截止

可向得獎者多學習
●馬來西亞創業促進會

署理總會長黃春萀
《星洲企業楷模獎》是

一個受到大家認同的獎項，而

且地位崇高，可以讓想創業或

在創業中的企業家，向得獎者

或前輩多多學習和累積經商經

驗，能夠少走許多冤枉路，更

快地達到成功目標。

“2013年星洲企業楷模獎＂的得主及代表在領取他們的《星洲企業楷模獎》精裝本專書後與眾嘉賓合影。前排左四起為林
德順、梅飛鵬、阿末沙查里、倫佐克里斯多弗、張曉卿、2013年終身楷模成就獎得主多美集團創辦人兼執行董事主席丹斯里吳德
芳、黃澤榮、許春、黃康元、邱天雄及謝念芳。

楷模獎是頂尖指標
●華總義務副秘書拿督陳耀星

《星洲企業楷模獎》可以促進大

馬企業尤其華裔企業的發展，華總自

然樂意支持，與星洲成為活動的合作

伙伴。這項活動，不只能推動年輕企

業家一步步地朝目標前進，而且還能

使舊有的企業更加用功，爭取認可，

通過努力奮鬥而奪獎。這個獎項，對

企業而言猶如一個頂尖指標，能獲獎

就算贏得口碑。

助企業朝更高峰邁進
●巴生中華總商會會長梁家興

《星洲企業楷模獎》對參與者來

說，是一種成就的認可與肯定，並且有

助企業朝更高峰邁進，努力地提升各方

面條件。當然，獲獎單位值得光榮，因

為這代表他們的成績達到一個公認好的

水平。既然商會與星洲合作推動此項運

動，也會鼓勵會員積極參賽，爭取受認

可地位。

獎項獲肯定
●Setia City會展中心

主管張國平

這次能與星洲合作，一起

來辦《星洲企業楷模獎》，讓

SP Setia集團深感榮幸，因為

可以提供一個美好的場地舉辦

這次的頒獎禮，也算為大馬企

業貢獻了一丁點的力量。這個

獎項公開、公正，不會因為某

某是《星洲日報》的廣告客戶

而取得“特別＂待遇，是絕對

值得信賴和獲肯定的獎項。

Skynet Worldwide（馬）
有限公司董事經理黃卿賢（左
三）移交模擬支票給張曉卿（右
三）。左起為倫佐克里斯多弗及
鍾貴銓。右起為許春及黃澤榮。

為企業提供平台
●馬來西亞品牌協會
會長拿督張啟揚

大馬企業尤其中小型企

業面對嚴峻挑戰，其一就是難

獲社會認可。如今，有一家具

公信力的本地中文媒體願意站

出來，為企業提供一個獲肯定

的平台，讓表現卓越的企業取

得更大的發展信心。《星洲企

業楷模獎》絕對透明化、可信

賴，並且也達到企業的期許。

入圍即是肯定
●馬來西亞連鎖協會
署理主席拿督廖俊亮

《星洲企業楷模獎》

對參選的企業來說，無論

得獎與否，只要入圍即算

獲得社會的肯定。這也對

新進企業發揮極大的輔導

效應，是一個很好的企業

交流平台。

楷模獎公信力高
●SKYNET WORLDWIDE（大馬）

有限公司董事經理黃卿賢

（沙亞南26日訊）星洲媒體

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說，星洲日報作為一份擁有專

業、理想和肩負歷史任務和文化

使命的媒體，一定會傾注全力，

為華商企業提供最忠實與最誠懇

的服務，並對當前國內外經濟形

勢作出全方位的報道和分析、客

觀和忠實的報道。

“我們希望提供華商企業更多

參考的信息和更大思考的空間，也希

望藉此喚起華商企業對現實和客觀環

境的再評估和再認識，並在時代的鬆

動中，以全新的智慧，迎接新的挑

戰。＂

張曉卿也是世華媒體集團執行主

席，他是今早在2014年“星洲企業楷

模獎＂暨《星洲企業楷模獎》精裝本

專書推介禮上致詞。

“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為整

個時局增添更多變數的時候，我們要

努力找出自己的方位，我們要在新秩

序，要在主體價值、共同利益和共同

文化語言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可以充

份溝通、合作和贏得尊重的世界華商

共同體。＂

獲得贈送《星洲企業楷模獎》精裝本專書的大專院校代表與眾嘉賓合影。前排左起為林德順、梅飛鵬、阿末沙查
里、倫佐克里斯多弗、張曉卿、黃澤榮、許春、黃康元、邱天雄及謝念芳。

實達城會展中心主管張國平（左三）移交模擬支票給張曉卿（右三）。左起為鍾貴銓及黃
卿賢。右一起為許春及黃澤榮。

倫佐克里斯多弗（左四）移交模擬支票給張曉卿（右六）。左一起為林德順、梅飛鵬、阿末沙查里。右一起為謝念芳、邱天雄、黃康元、許春及黃澤榮。

“全方位報道經濟形勢＂

張曉卿強調，躊躇、停滯的步伐，只會讓我

們平白失去許多的機會。埋怨、不滿的情

緒，只會讓我們在迷失中，陷入痛苦、無助的世界

中。只有活出每一個企業人的尊嚴和自信，只有展

現創業家的智慧和能力，我們才可能在未來的競爭

年代中，站穩腳步，立於不敗之地。我們才可能以

恢宏的氣度、開闊的視野，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他說，一個敏於吸收知識，一個擁有高度自覺

和判斷能力，一個真實掌握時代脈動的企業人，他

往往是一個擁有更多把握和勝算的人。

張曉卿感激各界再一次對“星洲企業楷模獎＂

的支持與祝福，並祝願“星洲企業楷模獎＂，要精

益求精，要在更高視野、品質和理想的訴求中，成

為大馬華商企業追求卓越，交流經驗和共享進步的

橋樑。

出席嘉賓包括聯昌集團消費者銀行首席執行員

倫佐克里斯多弗、商業銀行主席阿末沙查里、及聯

昌中區商業銷售主管林德順等人。

本報代表包括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黃澤榮、

星洲日報首席執行員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董事許

春、星洲媒體執行董事兼市場行銷總監黃康元、星

洲日報總編輯卜亞烈、執行總編輯郭清江、星洲媒

體總經理（集團資訊科技）兼世華多媒體首席執行

員邱天雄和星洲企業楷模獎工委會主席謝念芳。

張曉卿強調，最重要的，我們要

在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行動，

調整我們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雖然，這是一項艱巨的傳播任

務，但是，星洲日報，作為一份肩負社

會使命與任務的報紙，我們一定會全力

以赴，我們會在精益求精中，回饋華商

企業和讀者對我們的愛護和支持。＂

張曉卿說，人生的道路，創業的過

程，本來就是風雨相伴。我們不能只習

慣地生活在自我的滿足中，忘記了人生

創業的意義和價值。

應學會關心別人與社會

“我們努力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們也要學會關照別人、關心社會。 尤

其是在一個全球化、資訊化、百物漲價

的年代中，我們更應該在高度的警惕

中，以全新的思維和智慧，迎向競爭和

挑戰。

“我們也應該在高度的期許中，以

全新全力的姿態，以一顆赤熱的心，投

入社會，貢獻國家，並引導企業邁向更

具成功的創業之路。＂

促調整觀念和思維 活出企業人的尊嚴

■張曉卿

我們希望提供華商企業更多參考的信息和更大思考的空

間，也希望藉此喚起華商企業對現實和客觀環境的再評估和

再認識。

企業楷模獎接受報名

企業楷模獎
共有8個組別

1 終身楷模成就獎

2 卓越楷模年度人物獎

3 企業持續發展獎

4 零售業卓越獎

5 產品與服務品質卓越獎

6 企業社會責任卓越獎

7 產業卓越獎

8 企業新秀獎

註：邀請制包括非中小型業者

張曉卿： 回饋華商企業

梅飛鵬：與 有共同願景

支持中小型企業發展

（吉隆坡26日訊）俄羅斯

駐馬大使魯米拉表示，俄羅斯

與大馬合作研發新一代骨痛熱

症疫苗，並將在兩年內取得重

大突破。

魯米拉出席在大馬外貿發

展機構大廈舉辦的“大馬――

俄羅斯商業論壇＂活動後指

出，大馬近年的骨痛熱症死亡

病列處於上升趨勢，情況讓人

感到擔憂。

她說，在這項獨特計劃

下，大馬及俄羅斯去年合作在

彭亨州設立疫苗研究及生產工

廠。

她表示，研製疫苗雖然困

難及曾有失敗例子，唯配合俄

羅斯的高科技，相信能夠在短

時間內生產出高質量的疫苗。

她說，骨痛熱症並非只在

大馬區域“盛行＂，疫苗的研

發也能夠幫助其他國家。

俄在馬投資高技術項目

俄羅斯經濟發展部副部長

利哈喬夫則表示，俄羅斯在馬

的投資額雖不及其他地區，唯

他們投資在航空及藥物領域，

都屬於高技術項目。

他說，俄羅斯目前與大馬

企業合作積極開發其他領域，

包括公共設施、運輸、生物技

術、電器工程及家具業。

共有35名俄羅斯企業家出

席上述活動，與我國業者進行

交流。

馬俄貿易增至近60億

國際貿易及工業部副部長

拿督哈敏沙木里則表示，大馬

及俄羅斯在去年的雙邊貿易將

近60億令吉，比起2012增長約

66.6%。

他說，俄羅斯企業在馬投

資項目涉及食品加工、煙草及

運輸設備行業，而我國企業則

在俄羅斯當地的石油及天然氣

進行開發。

出席者包括國際貿易及工

業部副秘書長莫哈末里扎。
哈敏沙木里（右二）表示將與俄羅斯進行資源科技合作，加強雙邊貿易。左一起為魯米拉及利哈喬夫。右一為

里扎。

俄大使：俄馬合作研發

蚊症疫苗將有大突破

雖然目前市場上出現許

多企業大獎，但究竟有多少個

真正擁有水準和其獨立性？我

認為，《星洲企業楷模獎》就

是其中一個具有極高公信力的

獎項。此外，這項活動也足以

鼓勵我國的中小型企業更積極

拓展事業，之後在大馬經濟領

域佔據一個位置。活動意義非

凡，我們今次能與星洲合作，

也算是履行其中一項企業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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