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不忘初心
創造更好價值

改革開放40年巨變 傑出貢獻名單出爐

（一）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
1、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崎
2、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化龍
3、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剛
4、中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竇榮興
5、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和誼
（二）最佳上市公司CEO
1、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袁光宇

2、昆侖能源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趙永起
3、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丁永玲

4、上海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洪渢

5、亞洲股權交易集團董事局主席劉軍
6、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張濤

（三）最佳上市公司CFO
1、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張勇

2、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孫璀

3、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吳永良

4、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裁兼財務總監陳學安

5、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張占魁
6、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高級副總裁于立國

7、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趙青春
8、甘肅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郝菊梅
9、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侯寧

10、首長四方（集團）有限公司
財務總監李寶琪

（四）最佳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
1、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黃文生

2、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吳恩來

3、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謝紀龍

4、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利明光

5、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羅楠

6、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賈澤濤

7、中國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李濤

8、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康健

9、上海華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胡之奎

10、北京恒華偉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陳顯龍

（五）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上市公司
1、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3、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4、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6、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7、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8、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9、白銀有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0、中國國際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六）最佳上市公司
1、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3、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
6、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7、中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國藥集團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9、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10、中國奧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七）最具品牌價值上市公司
1、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
5、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6、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7、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8、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9、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10、長白山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八）最具投資價值上市公司
1、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
4、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5、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6、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8、北京城建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9、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10、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
（九）最佳投資者關係管理上市公司
1、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2、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4、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6、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8、先健科技公司
9、上海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0、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
（十）「一帶一路」最佳實踐上市公司
1、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2、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3、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6、北京汽車股份有公司
7、江蘇亨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8、中遠海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中工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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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崎
民生銀行於1996年成立，立志為民營企
業，為普惠金融服務，成為特色鮮明、持續
創新的銀行。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化龍
超越自我，面向未來，把企業辦好，創造
更大價值回報股東回報社會。
■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剛
國家指明，生態能源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綠色能源的轉型和發展，有信心用實際行
動感謝各界支持。
■中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竇榮興
區域經濟發展與銀行金融發展相輔相成，
近期發行的14億美元境外優先股，對今後發

展的支撐力會大大增強。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和誼（總
裁陳宏良代領）
在這個英雄的時代，用磅礴力量引領民族

工業發展，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最佳上市公司CEO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袁光宇
不忘初心，為國家、社會貢獻更多的清潔

能源，為股東創造更好的價值，做更好的公
司。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趙永起
感謝組委會的信任，長期以來公司致力從

事天然氣業務，繼續為綠水藍天打好藍天保
衛戰。
■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丁永玲

同仁堂即將迎來350年華誕，海外創業25
周年，會不忘初心，將中醫藥文化推向世
界。
■上海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
行官洪渢
1988年成立以來，在芯片強國夢上作出貢
獻，獎項不僅是給我自己，也是給全體員
工。
■亞洲股權交易集團董事局主席劉軍
未來會繼續努力幫助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上

市，脫離債券融資，走向股權融資。
■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張
濤（董事會秘書羅小未代領）
感謝組委會厚愛，公司會秉持奉獻安全高效

能源，創造清潔低碳生活的使命，共創美好生
活。

得獎者感言：持續創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曉菁）第8

屆香港國際金融論壇暨中

國證券金紫荊獎頒獎典禮昨

日在港舉行，其中頒獎典禮在

昨午拉開序幕。適逢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大會今年特別頒發「改革開

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改革開

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上市公司」等獎項。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前任會長譚國榮在致辭

時指出，兩個特別獎項對宣傳改革開

放成果，提升內地企業在國際的

地位和形象，促進兩岸經

濟合作發展，作

出重要的貢

獻。

大會主辦者
之一的北

京上市公司協會秘
書長余興喜昨在致辭時形
容，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歷
史就是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一個
縮影。從28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成
立，到2014年11月，A股市值超
過日本股市，成為全球第二大市
場。中國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都
在改革中，不斷提升和改善。

A股市值登上全球第二
昨日眾多獲獎代表都發表獲獎感言，獲得「改革開放
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的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剛感歎，這個獎項「不僅是對個人的肯定，也
是對產業和行業的肯定，對產業和行業的期許」。
他指出，國家已經指明，生態能源建設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綠色能源的轉型和發展，相信在香港融資
環境如此優越的環境下，有信心把公司做得更好更
強，用實際行動感謝各界支持。
領取「最佳上市公司CEO」的中國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首席執行官袁光宇直言榮譽不僅是給個人，也是
給所有海油人的讚許和鼓勵，中海油伴隨改革開放產
生，以海上油氣勘探為主業，為社會貢獻能源，為股
東創造價值。這次獲獎很受激勵，會繼續不忘初心，
為國家、社會貢獻更多的清潔能源，為股東創造更好

的價值，做更好的公司。

表彰企業建設「一帶一路」
今年亦推出具有特色的「一帶一路」最佳實

踐上市公司，表彰他們在「走出去」戰略中，對
國家經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

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包括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十間公司。
在現場，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董事姜亞兵，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全國政協委員董吳玲玲，
第九至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李嘉音，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副總裁朱華、朱莉，香港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等嘉賓為
獲獎的個人和企業頒發獎杯。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記者潘達文 攝

■「一帶一路」最佳實踐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最具品牌價值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最佳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最佳上市公司CEO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最具投資價值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最佳投資者關係管理上市公司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左起：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中國
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兼總編輯李大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華能新能源董事長林剛(右)指，「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傑出貢獻企業家」獎項不僅是對個人的肯定，也是對產業和行
業的肯定，對產業和行業的期許。旁為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左)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
總編輯李大宏(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責任編輯：劉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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