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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青年商會 主辦
「傑出家族企業選舉 2019」

簡介

 「傑出家族企業選舉」 乃荃灣青年商會主辦之旗艦工作計劃，首屆選舉於2014
年舉行，今年將是第五屆舉辦。傑出家族企業選舉旨在表揚在香港有傑出表現之家族
企業、鼓勵家族企業創新，以及建構有延續性、長久性之管理環境。

 在香港，不少五十、六十後的白手興家的企業家逐步踏入退休之齡，長江和記
實業李嘉誠先生於去年宣布退休， 而隨着本年李兆基博士於周年股東大會宣佈退任恒
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主席，意味本地四大華資家族(其餘為新地及新世界集團)己先後
交棒由第二代及第三代主持，故此家族企業廷續這個課題不得不重視。在現今社會不
斷進步及變化下，家族企業需要良好的傳承計劃，才可健康地持續發展。

 俗語有云「富不過三代」，原來所言非虛，尤其是華人家族企業更難掙脫此魔
咒。早前科技大學發表的「中國家族企業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發現，全球逾百年歷
史的家族企業中，日本以多達2.53萬間位列榜首，美國及德國分別以1.17萬間及7,632
間居次，至於中國和香港則分別僅有204間和89間百年老店，全球排行21及31位。全球
前百家歷史最悠久的家族企業中，華人企業更是榜上無名，令人擔心老牌華人家族企
業出現傳承隱憂。

 眾所周知，家族企業的繼任規劃是傳承公司領導和管理並確保業務永續發展的
關鍵，一直廣受外界關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普華永道發佈的2018年全球家族
企業調研中國報告<<價值觀和理念打造中國家族企業競爭優勢>> 顯示，僅有21%的內
地家族企業表示目前有制定繼任計畫。而2016年的相關比例為35%；這一比例也低於香
港（43%）和全球平均值（49%)。同時，當被問到他們有否計劃將公司有下一代家庭成
員加入領導權和管理權，所有權(或者兩者兼有)交給下一代家族成員時，內地和香港
家族企業決策者的熱衷情度不及全球受訪者表示願意這樣做，而全球平均值57%,2016
年，62%的內地受訪者和69%的香港受訪者願意將公司領導權和管理權，所有權(或者兩
者兼有)交給下一代家族成員時，全球平均值為73%。

 事實上，「富不過三代」的魔咒是絕對可以打破，科大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
創業研究中心主任金樂琦指其秘訣在於三點，首先是中國家族企業應放眼國際，不應
只局限於內地發展，以建立可持續的業務模式為目標，例如傳統行業就應該善用科技
進行革新轉型，以創新創意提升業務價值；同時，在穩守東方傳統文化之餘，也要平
衡西方文化核心價值，並積極融入全球化浪潮。第三，企業應該精簡擁有權，注重對
下一代或外聘管理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增加信任。

第六屆「傑出家族企業選舉」將於2019年4月1日開始接受提名及報名。



獎項

1. 「傑出家族企業選舉 」共有兩個獎項類別：

  - 傑出家族企業大獎
  - 家族企業飛躍進步獎   

 獲獎企業將於頒獎晚宴上獲頒發獎座及獎狀。

2. 獲選企業之傳承經驗將刊登於場刊內。
3. 提名人感謝狀 (獲選企業的提名人將於頒獎晚宴上獲頒發感謝狀) 

評審團

首席評審：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  黃友嘉博士, GBS, JP
評審團成員：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鍾志平博士 GBS JP
  瑞德資本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魏明德先生

選舉結果以評審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提名機構不可異議。 

評審準則

企業近年之經營表現及發展（例如：在過去一定年度內，是否有經營/管
理方式之改良或變化）

企業之創新及創意元素

企業傳承計劃及實行情況管理方式改良及變化（例如：如何傳授業務或移
交職務、是否有制定傳承的計劃/系統。在移交職務後於管理、產品及服
務方面之增值/提升等）

企業之可持續性（例如：企業有否定下未來五年及十年或更長遠的目標)

25%

25%

25%

25%

2019年6月下旬

2019年7月20日

2019年4月1日至6月15日 提名期

面試、
評審及
評審團商議

頒獎晚宴及
傑出家族企業分享論壇

「傑出家族企業選舉 2019」時間表 (暫定)



得獎家族企業的獲益

1. 得獎家族企業可使用「傑出家族企業選舉」標誌作企業宣傳，在香港及其他國家及 
 地區作提升其品牌價值及商譽。
2. 獲報刊作專題報導，協助企業宣傳。
3. 為提高得獎企業的知名度，「傑出家族企業選舉」專輯將送往中國內地，香港，澳 
 門的官方單位及商會，並會提供給香港各大專院校作參考用途。
4. 提升內部士氣及團隊精神，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5. 於荃灣青年商會特刊介紹有關得獎者，並會於頒獎典禮進行頒授儀式。
6. 在得獎者分享論壇中分享有關心得，提升其品牌價值及公司知名度。
7. 有機會與歷屆得獎者會見有關政府機構官員，分享經營業務之經驗及當中的困難， 
 並藉此機會提出有關訴求。

其他條款

1. 所有提交的提名表格及有關文件將由籌委會作出初步評審以確定該候選企業符合資
 格。初步評審結果將呈遞評審團以考慮是否接納為參加甄選之候選家族企業。
2. 得獎企業中的家族代表必須出席頒獎典禮及得獎者分享論壇。
3. 通過初審的候選企業將獲通知於2019年6月下旬進行評審，由評審團按評審準則評  
           定各獎項的得主。
4. 得獎企業必須同意籌委會公開註冊公司/組織、「創辦人/家族管理人員」的名字及  
 公司/組織簡介等資料。籌委會將不會公開個人私隱、審計報告及財務報告的一切內 
 容。
5. 候選企業及其提名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籌委會所持有的提交資料。
6. 籌委會將全部銷毀任何落選的候選企業及其提名人之資料，並不會對外發佈落選名 
 單。
7. 評審結果以評審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候選企業及其提名人不可異議。
8. 荃灣青年商會及籌委會將保留解釋及修改本評審細節之一切權利。

查詢

荃灣青年商會
電話:  9634 4573 (謝先生)
傳真:  2543 6271
電郵地址: ofbs@jcitsuenwan.org
郵寄地址: 上環干諾道西 21-24 號海景商業大廈 21 樓

提名表格

提名表格可於以下地點索取:
1. 荃灣青年商會 - 上環干諾道西 21-24 號海景商業大廈 21樓

2. 亦可於網頁下載 www.jcitsuenwan.org



荃灣青年商會之簡介

荃灣青年商會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成員之一。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是一個匯聚及培
育青年領袖及企業家的國際性組織，隸屬於國際青年商會，本會之宗旨是為年青人提供發
展領導才能，培育社會責任感，提供商務發展及增進友誼之機會，冀能藉此締創建設性之
改進，為全球社會發展作出貢獻。本會依循四大發展機會 — 個人發展，社會發展，國際
關係及商務發展等各方面訓諫會員。國際青年商會現時全球會員約 20 萬人分別在世界各
地超過 100 個國家，年齡由 18 至40 歲，會員透過籌辦多類型有意義之社會工作計劃，從
實踐中學習，繼而提昇管理能力及經驗， 訓練自己成為青年領袖。

過往獲獎之企業

2015年
傑出家族企業大獎

泉昌有限公司 新佛香食品有限公司
-壹品豆漿

2016年
傑出家族企業大獎

2014年
傑出家族企業大獎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海獅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同發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2017年
家族企業飛躍進步大獎

天利藥業國際有限公司

2018年
傑出家族企業大獎

莊士機構國際有限公司

達成清潔服務公司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2018年
家族企業飛躍進步大獎

恒豐珠寶金飾有限公司 偉豪工程（貿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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