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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由港股100強研究中心主辦，財華社、西澤投資管理協辦的「擁抱
大灣區走向新世界——2020香港上市公司發展高峰論壇暨第八屆港股
100強頒獎典禮」活動，於2020年12月21日（週一）在香港麗思卡爾
頓酒店三樓耀鑽廳I舉行，同時採用線上直播的方式與全球各地的嘉賓
們分享精彩時刻。此次頒獎盛典邀請到政商學界權威人士及多位上市
公司主席、高管及知名金融機構負責人出席。

港股100強，勢起東方，光耀八載，譽滿香江。「港股100強」榜單評
選出港股市場上市的綜合實力100強企業及各項子榜榜單，為專業機
構、市場及社會各界投資者作出參考，經過多年的沉澱已得到市
場普遍認同。在此基礎上，每年召開的百強盛典參會人次及影響
力逐年擴大。

2020年以來，中概股的回歸以及新經濟企業的踴躍參與，讓香港有望
成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資本市場。香港作為投資中國新經濟橋頭堡的
地位日益鞏固，港股市場對價值投資者的吸引力與日俱增。香港資本
市場的新發展，得益於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的新經濟支撐帶的迅
速崛起。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重要文件的頒佈，
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逐步在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方面
迸發力量。

在香港資本市場跌宕起伏之下，在各界倍加重視和關愛之下，在疫情
肆虐而經濟受創之下，我們聚焦新經濟，展現新價值，共評選出1個
主榜、17個子榜，其中新增五個獎項：「新上市公司獎」、「新經
濟-科技公司獎」、「新經濟-生物科技公司獎」、「卓越物業管理
行業獎」、「卓越醫藥行業獎」。新經濟公司為經濟發展貢獻了重要
的力量，是推動經濟變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今年的疫情也讓人們
認識到物業管理的重要性，因此，物管行業在資本市場獲得了更多的
關注。今年特設新經濟榜單和物業管理榜單，也是為了加持和激勵優
秀的新經濟公司和物業管理公司。與此同時，本屆活動上，也隆重推
出「新港股」的精彩環節。

歡迎您的蒞臨，我們深信，您的支持，必將令本屆高峰論壇熠熠生輝！

尊敬的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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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獲得更多本屆盛況

勞玉儀 女士
港股100強研究中心榮譽贊助人

港股100強

港股100強研究中心
2020年12月21日

*本流程為擬定流程，以現場安排為準。

2020年12月21日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入場 13:00 - 13:30 嘉賓入場簽到

特邀嘉賓

開幕 13:30 - 13:40 港股100強宣傳片播放
大會司儀：曾瀞漪 女士（鳳凰衛視財經節目主持人與製作人、鳳凰財經研究
院常務理事）

主辦方及合作方代表致辭 13:40 - 14:05

14:05 - 14:10

陳浩濂 先生 （JP，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勞玉儀 女士 （港股100強研究中心榮譽贊助人）

譚耀宗 先生 （大紫荊勳賢，GBS，JP，全國人大常委）

施榮懷 先生 （BBS，JP，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永遠名譽主席）

李慧琼 女士 （SBS，JP，香港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

張華峰 先生 （SBS，JP，香港立法會議員、經民聯副主席）

胡章宏 博士 （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總裁、香港中國併購公會主席）

周曉殷 先生 （香港交易所市場科高級副總裁）

學術顧問代表致辭

啟動環節

14:10 - 14:20 張處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金融學系主任兼教授、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賈康 教授 （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黃震 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長）

高端對話 14:20 - 14:50 嘉賓主持：洪為民 教授
（JP，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嘉賓： 容永祺 先生
（SBS， MH，JP，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創會會長）

嘉賓： 魏明德 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安德資本主席、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

嘉賓：林家禮 博士
（BBS、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主題演講 14:50 - 15:10 楊德龍 博士（前海開源基金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

魏偉峰 博士（方圓董事及集團行政總裁）

王揚斌 先生（阜博集團董事長）

榜單發佈及頒獎 15:40 - 16:00 港股100強主榜單
港股100強子榜單

「新港股」特別單元 15:10 - 15:40 演講嘉賓：劉央 女士（西澤投資管理投資總監） 
《尋找中國新經濟形成的深層密碼》
啟動儀式：「新港股」啟動
互動環節：劉央 女士對話奉佑生 先生（映客直播創始人）及 
劉牧 先生（煜盛文化董事會主席）

2 3擁抱大灣區  走向新世界 第八屆港股 100 強頒獎典禮 擁抱大灣區  走向新世界 第八屆港股 100 強頒獎典禮



歷屆回顧歷屆回顧

深 圳 中 洲 萬 豪 酒 店
2019.5.24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
發展高峰論壇暨第七屆

港股100強頒獎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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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首個香港和內地共同合作對香港上市公司的評

選，「港股100強」自2012年誕生以來已成為香

港財經界與金融界年度盛會之一。回顧曾經的榜單，獲

獎公司實至名歸，不僅在各自的領域中取得了優異的成

績，更獲得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為廣大投資者創造了

豐厚的回報，以事實鑄就了「港股100強」的權威性。

「港股100強」活動每年通過準確的數據及一系列科學化

的評價標準進行計算，合理評估企業綜合實力及可持續

發展能力，結合當年的經濟大環境，評選出優秀的香港

上市公司，發佈榜單並頒發獎項。上榜企業覆蓋房地產

行業、民生消費行業、金融保險業、互聯網行業、製

造業、出口貿易業乃至軍工製造業等，均為各行業的

佼佼者。

2019年，第七屆「港股100強」評選，在歷屆百強評選

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增設「上市公司卓越人物」、「上

市公司傑出品牌」等榜單。頒獎典禮首次移師深圳，彙

集政界、商界以及學術界等超過300位精英，共同探索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戰略機遇，以及商討在金融科

技、5G技術日臻成熟的環境下，資本市場迎來新的發

展局面。通過港股100強研究中心的平台，為粵港澳

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等領域的發展發揮所長，貢獻

力量。

2020年，「港股100強」歷時八年，影響力逐年擴大，

已成為香港資本市場的價值新標桿及投資風向標，深受

專業機構、市場及社會各界的認同和信賴。我們與時俱

進，不斷優化榜單，聚焦新經濟，展現新價值，致力於

將「港股100強」打造成港股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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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合作協會 (排名不分先後)

學術支持單位

合作及支持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戰略合作夥伴

雲解決方案合作夥伴

支持媒體 (排名不分先後)

協辦

支持自媒體

合作鳴謝 合作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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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聯絡人 : 汪小姐

電話 : (852) 2153 7265

電郵 : committee@hktop100rc.org

聯絡人 : 向小姐

公司座機 : (852) 2153 7292

電郵 : committee@hktop100rc.org

深圳
聯絡人 : 段小姐

公司座機 : (0755) 8615 9089

電郵 : committee@hktop100rc.org

香港
聯絡人 : 溫先生

公司座機 : (852）2153 7281 / 
 (852）6035 9370

電郵 : business@hktop100rc.org

聯絡人 : 薛小姐

公司座機 : (852) 2153 7221 /  
 (852) 5316 9995

電郵 : business@hktop100rc.org

北京
聯絡人 : 韓小姐

公司座機 : (010) 5900 5982

電郵 : committee@hktop100rc.org

北京
聯絡人 : 果先生

公司座機 : (010) 5900 5982

電郵 : business_department@finet.com.hk

深圳
聯絡人 : 許先生

公司座機 : (0755) 8615 9083

電郵 : business_department@finet.com.hk

會務咨詢：
商務合作：

媒體合作： 

港股100強籌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