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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会议展览及奖励旅遊〉杂誌 (CEI Asia magazine) 的 2018 年业界调查中，
获展览主办机构及业界领导推选为「亚太区最佳会议展览中心」。
在 亚 洲 展 览 会 议 协 会 联 盟 (Asian Federation of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s) 举办的 2017 AFECA Asian Awards 中获颁「最佳场馆奖」冠军。
在 TripExpert 举办的 Experts’ Choice Award 2017 中获选为香港最佳景点之一。
在 APAC Insider 杂志举办的 Hong Kong Business Awards 2017 中，获颁「2017
年度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及「卓越会议及展览场地大奖」。
获〈Business Destinations〉杂志选为 2017 年「十大最佳会议场地」之一。
在〈亚洲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杂志 (CEI Asia magazine) 的 2017 年编辑推荐报告
中获选为「大中华区最佳会议展览中心」。
在〈亚洲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杂志 (CEI Asia magazine) 2016 年的业界调查中荣
获「亚太区最佳场地团队大奖」。
在〈亚洲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杂志 (CEI Asia magazine) 的业界调查中，于 2001
至 2016 年十三次荣获展览主办机构及业界领导推选为「亚洲最佳会议展览中
心」。
在 2014「TTG 旅游业大奖」(TTG Travel Awards) 中，第六度获业界领袖推选为
「最佳会议及展览中心」。
在 2016 国际会议中心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vention Centres) 的
业界奖项中(2016 AIPC Apex Award), 入选「客户投选最佳会议中心」的场地之
一。
在 2015〈会议及奖励旅游〉杂志 (Meetings & Incentive Travel magazine) 的业界
奖项中 (M&IT Industry Awards 2015)，是亚洲地区唯一入选「最佳海外会议中
心」的场地。
企业刊物〈2017-2018财政年度活动与成就〉获ARC Awards 2019颁发「专门年
度报告: 公司概况」组别银奬。
企业短片「让世界欣赏．你所想」获2019 Questar Awards颁发「企业传讯：公众
意识」组别银奖，「广告：设施管理」组别银奖，及「企业传讯：持份者传讯」组
别铜奬。
企业短片「让世界欣赏．你所想」获2019 Astrid Awards颁发「影片 - 数码光碟、
网上及随身碟：持份者传讯」组别荣誉奖。
巴塞尔艺术展幕後短片「会展服务 从心出发」获2019 Questar Awards颁发「企业
传讯：公众意识」组别金奬。
巴塞尔艺术展幕後短片「会展服务 从心出发」获2019 Astrid Awards颁发「影片 数码光碟、网上及随身碟：持份者传讯」组别铜奖。












企业刊物〈2017-2018财政年度活动与成就〉获2019 Astrid Awards颁发「刊物 企业成就」组别荣誉奖。
企业刊物〈2016-2017财政年度活动与成就〉获ARC Awards 2018颁发「内页设
计－专门年度报告:公司槪况」组别铜奬。
企业刊物〈2016-2017财政年度活动与成就〉获2018 Indigo Design Awards颁发
「刊物设计」组别铜奖。
企业刊物〈2015-2016 财政年度活动与成就〉获 2017 Galaxy Awards 颁发「推
广：企业成就」组别铜奬。
会展中心网页于 2015 iNova Awards 获颁 「重新设计╱重新推行：会议展览业」
组别银奖。
企业短片「亚洲最佳，香港的骄傲」在 2014 年度「Videographer Awards」获得
「Award of Distinction」（公司概览界别）及「Award of Excellence」（企业形
象界别）两大奬项。
企业短片「亚洲最佳，香港的骄傲」获「Questar Awards」颁发 2014 年度金奬
（企业传讯：展览／会议界别）及银奬（广告：设施管理界别）两大奬项。
在 2018／2019 年度，获水务处颁发「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冲厕水」藍證书认
可。
在 2018／2019 年度，获水务署颁发「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2.0 版）
（基本级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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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成为香港首间获 ISO 20121 活动可持续发展管理系统 3 年期认證的机
构，并在 2018 年成功获续发认證。
在 2014 年，於 ASTM 认證中获颁一级證书，评选为举办可持续发展会议、活动及
商贸展览之场地，并在 2018 年成功获续发认證。
在 2018 及 2019 年获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颁发「15 年 Plus 商界展关怀」标誌。
在 2018 年，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香港绿色机构」名衔。
会展管理公司的「减塑行动」勇夺国际展览业协会(UFI) 颁发的 2019 年 UFI 可持续
发展大奖。
在 2015 年，荟景成为全港首间餐厅荣获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认可的「领先能源与
环境设计」（LEED®）室内设计及建筑 V2009 版的金级认证。
在 2015 年，荟景成为全港首间餐厅获得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认可的绿建环评 1.0
版 (室内建筑)银级认证。
在香港互联网註册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18/19 中，会展中
心网页在「网页类别」获颁金奖。
在劳工及福利局辖下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举办的「2018 年社会资本动力奖」嘉许计
划中，获颁「社会资本动力标誌奖」。
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与香港提升快乐指数基金举办的「开心工作间推广计划 2019」
中获颁发「开心企业」标誌。

























成为劳工处劳资协商促进科举办的「好僱主约章 2018」的签署机构。
在家庭议会举办的「2017/18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奖励计划」中，获颁「优秀家庭友
善僱主」、「特别嘉许」和「支持母乳餵哺奖」。
两名会展厨师与扶康会智障会员组队，参与第十四届扶康会「香港最佳老友」运动
电能烹饪比赛 2018，并获得「香港真滋味美食金奖」。
在2016及2017 年，於香港复康联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劳工及福利局康复谘询
委员会及十八区区议会合办的「十八区关爱僱主」表扬计划中获选为「十八区关爱
僱主」。
在雇员再培训局举办的「ERB人才企业加许计划2016-20」中获颁「人才企业」的殊
荣。
在 2018/2019 年度，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基础级别」减废證书。
在 2019 年，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清新室内空气證书《基础级别》」證
书。
在 2018/2019 年度，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基础级别」节能證书。
在 2018/2019 年度，获环境保护署颁发「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證书《良好级》」。在
2017/2018 年度，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卓越级别」减废證书。
在2018年，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清新室内空气證书《基础级别》」證
书。
在民政事务局和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举办的社企奖励计划 2017 中获选为「杰出社
企合作伙伴」。
在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举办的 2017/18 友商友良嘉许计划中，获选为「友商友
良」卓越企业。
在 2017 年，于环境局举行的《户外灯光约章》中获颁铂金奖。
在香港人力资源高峰会暨博览会 2016 中获投选为「香港最佳工作地点大奖 － 康乐
／娱乐类别」。
在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的「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 2016」
中，会展中心网页在「网页类别」获颁金奖。
在 2016/2017 年度，获「香港环保卓越大奖」颁发「卓越级别」减废证书。
在 2016/2017 年度，获环境保护署颁发「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证书《良好级》」。
在民政事务局及家庭议会举办的「2015/16 年度家庭友善雇主奖励计划」获评为
「家庭友善雇主」。
在雇员再培训局举办的「ERB 人才企业嘉许计划 2015-16」中获颁「人才企业」。
荟景、金紫荆粤菜厅、新沪坊和港湾茶餐厅获环境局颁发 2015 年「咪嘥嘢」食店
计划金级证书。
在香港复康联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劳工及福利局康复咨询委员会及十八区区议
会合办的「十八区关爱雇主」表扬计划中获选为 2015 年「十八区关爱雇主」。
在香港地球之友主办的「放驾一天」减碳行动 ─「企业绿色驾驶奖励计划 2014」
中夺得「最佳燃油节约大奖」亚军，并成功提升燃油效益，达到「金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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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景于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杰出优质商户及员工服务奬项 2019」中获颁「杰出
优质商户奖 － 铜奖」。
会展中心饮食部团队在香港厨师协会及 HOFEX 合办，并获世界厨师协会认可的
「2019 香港国际美食大奖」中，勇夺一金、五银及二铜。
新沪坊于《米芝莲指南 香港 澳门 2019》中，第七度获选为米芝莲推介餐厅，授予
「米芝莲车胎人美食」，是评审员认为最超值的餐厅之一。
新沪坊获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环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及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
颁发嘉许状，表扬餐厅支持减盐减糖措施。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宴会厅于 U Magazine 主办的「我最喜爱食肆选举 2018」中，
获选为我最喜爱宴会厅。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宴会厅亦於 2015 及 2017 年获得此奖
项。
会展中心饮食部团队在香港厨师协会及香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2017 香港国
际美食大奬」中，勇夺一银及六铜的佳绩。
新沪坊被携程 ─ 亚洲最大网上旅行社挑选为「携程美食林臻选餐厅」，被专业评委
评为价格适中的精品餐厅。
于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杰出优质商户及员工服务奬项 2017」中，荟景获颁「杰
出优质商户奖 － 银奖」；金紫荆粤菜厅获颁「15 年资深优质商户嘉许」。
金紫荆粤菜厅夺得《酒‧派》杂志的「2016 香港十大佳肴美酒配对餐厅大奖」。
荟景于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优质旅游服务」计划中获颁「15 年资深优质商户嘉
许」。
新沪坊于《南华早报》的《100 Top Tables》获评选为 2016 年度百大顶级食府。
会展中心饮食部团队在香港厨师协会及香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2015 香港国
际美食大奬」中，勇夺一金、四银及四铜的佳绩。
金紫荆粤菜厅和新沪坊分别夺得《酒‧派》杂志的「香港十大配酒中菜餐厅大奖」
和「推介配酒中菜餐厅奖」。
于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优质商户服务奬项 2015」，荟景获颁「杰出优质商户奖
－ 铜奖」。
新沪坊获选由湾仔区议会文化及康体事务委员会和圣雅各布福群会合办的「湾仔最
喜爱食肆选举 2014-2015」十大食肆之一。
由世界国际厨师协会所举办之 2014 年 「FHA 新加坡国际烹饪厨艺挑战赛」，当中
香港厨师协会组成的香港代表队，由会展管理公司西厨部柯文杰师傅担任香港代表
队的队长于比赛首轮“Cold Display”即摘下银奖，而在比赛次轮“Live Cooking” 进
一步获得金奖殊荣，最后更于总决赛 “Battle for the Lion”带领香港队勇夺全场总冠
军。
于李锦记青年厨师中餐国际大赛「港澳区选拔赛」，会展中心厨师罗思豪及彭建华
勇夺金奬，黄国英师傅获银奬，何孝源师傅获铜奬。彭建华及罗思豪师傅更晋身
2014 年 3 月份举行之『李锦记青年厨师中餐国际大赛总决赛』，并分别荣获金奖和
银奖。
于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优质商户及员工服务奬项 2013」，会景餐厅获颁「杰出
优质商户奖 － 银奖」；金紫荆粤菜厅获颁「杰出优质商户奖 － 优异奖」。







会展中心厨师梁凯岚师傅，于安得利香港餐饮有限公司举办的安得利美馔巡礼 2013
「Fonterra Pizza Challenge」中，夺得银奬。
会 展 中 心 厨 师 柯 文 杰 在 WA Australian Culinary Federation 主 办 的 「 WA
Oceanafest 2013 Pacific Rims Continental Culinary Competition」中参与香港代
表队，勇夺金奬及「Best Visiting Team」。
新沪坊获选由湾仔区议会文化及康体事务委员会和圣雅各布福群会合办的「湾仔最
喜爱食肆选举 2013-2014」十大食肆之一。
会展中心饮食部团队在香港厨师协会及香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2013 香港国
际美食大奬」中，勇夺一金及两铜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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