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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集團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博彩經
營權，首間城市娛樂會於2004年開業

集團位於中國內地
之總部─上海嘉
華中心落成啟用

銀河娛樂集團旗下首間五
星級娛樂旗艦項目澳門星
際酒店開業

2006 2011

銀河娛樂集團旗下大型綜合渡假城「澳門銀河™」第一期隆重
開幕，同年獲評為「年度世界最佳娛樂場／綜合渡假村」

嘉華國際旗下廣州花都皇冠假日酒店
開業，是集團首個在中國內地的五星
級酒店項目

呂志和博士於香港創立首間嘉華公司，參與九龍東一帶之
大型開山填海築路工程，為香港早期發展奠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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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業務穩步發展嘉華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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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視培育人才，管理層出席大學舉辦的活動，與師生
交流，探討做人、做事的成功之道。

■資助中國教育部在八個省份興建修繕122所中小學。

■■集團關心下一代健康快樂成長集團關心下一代健康快樂成長。。

■海岸清潔無分國界，嘉華員工一同響應。

■銀河娛樂集團連續10年贊助世界女排大獎賽。

■集團傳承關愛迎鑽禧，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慈善跑2015首席贊助」。

■嘉華員工組隊參加今年赤柱龍舟錦標賽。

嘉華集團一直奉行「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
理念，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亦致力回饋社

會，在推動教育、酒店旅遊、文娛康樂、環保及扶
助弱勢社群等領域不遺餘力。

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發揚仁愛和平精神
由呂博士創立的「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於

2015年9月24日在香港成立。此一年一度的國際
性跨界創新獎項，旨在表彰在探索可持續發展模
式，通過正面人生觀和正能量推動社會精神文明進
步，以及在改善人類福祉、促進社會和諧善美等三
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或團體，以鼓吹科研創新
與仁愛和諧並存。

教育惠民興學強國之道
嘉華集團本着「興學強國」的理念，重視基礎教

育及高等教育的發展，積極支持多所中國內地、香
港及海外大學之學術發展，透過設立獎學金、捐建
教學設施、資助研究及促進學術交流，改善學生的
學習環境與培育社會未來棟樑。

慈善公益宣揚關愛精神
作為良好企業公民，集團實踐對社區長遠發展的

承諾，在慈善事業上付出心力，捐助不同慈善團體
和公益機構，並積極參與不同範疇的義工活動，救
災扶弱，服務社群。集團更支持員工組成義工團
隊，共同參與公益活動，上下一心，回饋社會。

文娛康樂與社會共成長
集團多方面支持文娛康樂發展，將文化藝術推

廣至社會不同層面。集團除擔任香港歌劇院之
榮譽贊助，推動表演藝術、外展及人才培訓工
作外，亦支持不同類型的表演活動，藉以豐富
香港的精神面貌，提升其國際都會形象。此
外，集團亦熱心推廣體育事業，冠名贊助國際
大型體育盛事。

保護環境社會持續發展
集團積極將可持續發展在日常運作中實踐，同時

將環保元素注入日常營運以至旗下物業，致力塑造
優質生活空間；亦鼓勵員工於日常生活中透過節約
能源、減少資源消耗、循環再用及捐贈食物等生活
習慣實踐「尚綠」理念。

■2008年，嘉華集團與復旦大學合辦首屆「復旦嘉華日」，
透過校企合作提升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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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華國際成為香港歌劇院榮譽贊助，推動歌劇
藝術發展，提倡藝術普及化。

共享和諧 惠澤四海
■呂博士創立「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冀望大家攜手締造一個和平共融的世界。

緊握良機 建設澳門娛樂王國

開創先河 奠建材業之翹楚

乘勝追擊 地產酒店雙管齊下

2012

呂志和博士獲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頒
授大紫荊勳章

銀河娛樂集團慶祝營運10周年並宣佈成立
13億港元銀河娛樂集團基金會

2014

銀河娛樂集團旗下「澳門銀河」第二期及「澳門百老匯」隆重開幕9月24日宣佈「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
成立

2015

6月17日，銀河娛樂集團晉身為香港恒生
指數50隻成份股之一，以市值計是全球第
三大博彩企業

2013

2000s

先後與多間內地大型鋼鐵集團組成戰略性夥伴，
以嶄新技術合作生產環保建材，並成為全國最大
的礦渣微粉生產商之一

Stanford Hotels Corporation
被列為全美12大酒店業主及
發展集團之一

1998

嘉華與香港政府簽訂為期17年
的「安達臣道石礦場重整與美
化計劃合約」，將石礦場重整
為一幅多用途發展土地

1997

嘉華投資內地房地產市場，
參與廣州市越秀區首個舊城
改造計劃─嘉和苑，並成
為首批進駐上海地產市場的
香港企業之一

1993

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前身為嘉
華石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173）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1987

集團坐落於香港北角
海傍之總部嘉華國際
中心落成啟用，是首
個設有私人碼頭的高
級寫字樓

嘉華建材有限公司（前身為國
際筒業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027）於香港上市，晉身成
為香港大型一站式建材生產商

1991

房地產業務

嘉華集團於房地產行業擁有逾 50年經
驗，擅長開發高級物業項目，包括大

型綜合社區、精品豪宅、甲級商廈、特色商
場、服務式公寓及酒店等，投資遍及香港、
中國內地、北美洲及東南亞。其中，北美地
產以住宅品牌Cresleigh Homes發展獨立花
園洋房，享負盛名。集團房地產上市業務旗
艦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173）以「品精質優」為宗旨，項目糅合獨
特設計、完善功能與優質配套於一身，屢獲
國際級建築及設計殊榮。

建材業務
建材業務為嘉華集團立業的奠基石，秉持

「採石取材 建家興國」的理念，透過供應一
站式建材產品推動城市發展，不僅參與香港無
數的基礎建設，亦在中國內地十多個主要城市
及工業重鎮設有現代化生產設施，配合國家提
倡可持續發展之大方向。集團與多家著名鋼企
組成策略性夥伴，包括北京首鋼、雲南昆鋼、
安徽馬鋼、南京鋼鐵、湖北鄂鋼、廣東韶鋼及
貴州水鋼，以嶄新技術合作生產礦渣微粉等環
保建材，實現資源增值，更成為全國最具規模
的礦渣微粉生產商之一。

2005

嘉華投資位於茶果嶺道八座
六層的住宅樓宇，初試發展
私人地產項目

1962

嘉華為香港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及公共屋邨供應建築材料，包
括紅磡海底隧道建造工程、東九龍一帶及九龍灣至觀塘海濱
石礐等填海工程和落實擴建啟德機場

1970s

在港島南區布力徑興建以八間
豪華花園洋房組成的柏徑苑，
開創香港早期屋苑式組合洋房
的先河，更創下當年呎價新高

1974

集團首間五星級旗艦酒店海
景假日酒店（即現今的海景
嘉福酒店）開業，成為香港
首批進駐尖東的酒店之一

1981 1983

嘉華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
經營與混凝土產品相關的建
材業務，並拓展至深圳及珠
海等城市

嘉華向政府投得九龍安達臣道（一
區）石礦場開採權，並成為香港首
間取得採礦牌照之公司。同時引入
自動化設備，在香港開啟高效、安
全、機械化採礦之先河，奠定公司
在建材業的翹楚地位

1964

1984

集團進軍北美酒店、住宅及商業地產市場，
總部設於美國三藩市的金融區

2002

傳承關愛 穩創未來

酒店及旅遊業務
嘉華集團於1980年代初開展香港酒店業務，隨後
擴展至北美洲，以特許經營模式與世界知名酒店品
牌合作，包括洲際、萬豪、希爾頓及喜來登等，早
年獲評為全美國12大酒店業主集團之一。現時在中
國內地、香港、澳門及美國全資擁有及經營28間酒
店，客房數目近11,000間。

娛樂休閒業務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27）於

2002年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博彩經營權，打造了
具亞洲特色的世界級綜合娛樂渡假城。銀娛亦全
力配合中央政府，協助推動澳門邁向成為「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
位於路氹的「澳門銀河™」和「澳門百老匯™」以

及位於澳門半島的澳門星際酒店是銀娛於澳門經營的
三個旗艦項目，秉持着「傲視世界 情繫亞洲」的宗
旨，為旅客帶來更多元化的娛樂休閒體驗。
「澳門銀河」和「澳門百老匯」版圖雙倍拓展至

超過110萬平方米，匯聚了六間世界級酒店，提供
近4,000間客房。隨着路氹第三及四期落成後，銀娛
在路氹的版圖將倍增至超逾200萬平方米。銀娛已
就橫琴島一幅2.7平方公里之土地開展概念規劃，計
劃投資100億元人民幣發展世界級渡假勝地，與澳
門業務優勢互補。

今今日日，，是嘉華集團慶祝立業是嘉華集團慶祝立業6060周年大日子周年大日子。。集集
團自團自19551955年創立至今年創立至今，，一直本着實事求是的一直本着實事求是的

精神精神，，着眼時代和國家的需要着眼時代和國家的需要，，堅持為社會創造價堅持為社會創造價
值值。。經過經過6060年的發展年的發展，，香港已成為國際大都會並香港已成為國際大都會並
回歸祖國懷抱回歸祖國懷抱，，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贏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贏得
世界大國新地位世界大國新地位，，嘉華集團也成為世界性的大型企嘉華集團也成為世界性的大型企
業集團業集團。。
能親身見證這能親身見證這6060年裡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年裡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也也
作為參與者作為參與者，，在歷史的進程寫下自己的一頁在歷史的進程寫下自己的一頁，，是我是我
人生最大的幸運人生最大的幸運。。
嘉華能走到今天嘉華能走到今天，，首先是因為我們秉承了這個核首先是因為我們秉承了這個核

心價值觀心價值觀，，並用行動將精神貫徹與發揚並用行動將精神貫徹與發揚。。我感謝集我感謝集
團三萬多名員工對嘉華理念的認同團三萬多名員工對嘉華理念的認同，，我們致力推動我們致力推動
香港和內地石礦建材業的現代化香港和內地石礦建材業的現代化；；引領香港本土酒引領香港本土酒
店業的國際接軌與發展店業的國際接軌與發展；；為香港及內地培育酒店旅為香港及內地培育酒店旅
遊管理的人才遊管理的人才；；在美國酒店業發揚中國文化在美國酒店業發揚中國文化；；推動推動
澳門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轉型澳門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轉型；；在情在情、、理理、、法之法之
間間，，探索形成一套中西合璧的創新文化和管理思探索形成一套中西合璧的創新文化和管理思
想想。。這些不僅是嘉華這些不僅是嘉華6060年的創新成果年的創新成果，，也是我心也是我心
中嘉華給行業和社會獻出的核心價值中嘉華給行業和社會獻出的核心價值。。
創業創業6060年來年來，，我們堅守我們堅守「「取諸社會取諸社會，，用諸社用諸社

會會」」的宗旨的宗旨，，在積極拓展業務之同時在積極拓展業務之同時，，亦致力透過亦致力透過

不同方式支持公益事務不同方式支持公益事務，，全力投入教育全力投入教育、、文娛康文娛康
樂樂、、環保及慈善等領域環保及慈善等領域。。今年今年，「，「呂志和獎呂志和獎──世世
界文明獎界文明獎」」正式成立正式成立，，將嘉華集團奉獻社會的精將嘉華集團奉獻社會的精
神推廣到更廣泛的層面神推廣到更廣泛的層面，，為人類社會持續發展和為人類社會持續發展和
更和諧美好的世界盡一分力更和諧美好的世界盡一分力。。
今天今天，，國家已站在全新的發展起點國家已站在全新的發展起點。。實現民族實現民族

偉大復興偉大復興「「中國夢中國夢」」的宏偉目標的宏偉目標，「，「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戰略勾勒出壯闊的發展前景戰略勾勒出壯闊的發展前景。。背靠祖國的強大與背靠祖國的強大與
持續發展持續發展，，香港和澳門以至全世界的未來也必定香港和澳門以至全世界的未來也必定
更加美好更加美好，，這為我們追求自我提供無限機會這為我們追求自我提供無限機會，，也也
為我們貢獻力量提供廣闊的舞台為我們貢獻力量提供廣闊的舞台。。
際此嶄新時代際此嶄新時代，，集團上下當珍惜過去集團上下當珍惜過去6060年積累年積累

的經驗的經驗、、品牌品牌、、信用和精神信用和精神，，這些最重要的嘉華這些最重要的嘉華
資產資產，，利用自己的優勢和經驗利用自己的優勢和經驗，，在在6060年成就的基年成就的基
礎上礎上，，傳承老經驗傳承老經驗、、創建新思維創建新思維，，胸懷祖國胸懷祖國，，面面
向世界向世界，，在持續為顧客和社會創造價值獲得持續在持續為顧客和社會創造價值獲得持續
經濟成就的同時經濟成就的同時，，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國家建設、、弘揚中華文弘揚中華文
化化、、為社會謀福祉為社會謀福祉，，為香港和澳門為香港和澳門、、為祖國為祖國、、為為
全世界作出更大貢獻全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這是嘉華的未來所在這是嘉華的未來所在，，也是我個人最大的心願也是我個人最大的心願！！

嘉華集團主席兼創辦人呂志和博士嘉華集團主席兼創辦人呂志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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