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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雜誌 (CEI Asia magazine) 的 2018 年業界調查中，
獲展覽主辦機構及業界領導推選為「亞太區最佳會議展覽中心」。
在 亞 洲 展 覽 會 議 協 會 聯 盟 (Asian Federation of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s) 舉辦的 2017 AFECA Asian Awards 中獲頒「最佳場館獎」冠軍。
在 TripExpert 舉辦的 Experts’ Choice Award 2017 中獲選為香港最佳景點之一。
在 APAC Insider 雜誌舉辦的 Hong Kong Business Awards 2017 中，獲頒「2017
年度最佳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及「卓越會議及展覽場地大獎」。
獲〈Business Destinations〉雜誌選為 2017 年「十大最佳會議場地」之一。
在〈亞洲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雜誌 (CEI Asia magazine) 的 2017 年編輯推薦報告
中獲選為「大中華區最佳會議展覽中心」。
在〈亞洲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雜誌 (CEI Asia magazine) 2016 年的業界調查中榮
獲「亞太區最佳場地團隊大獎」。
在〈亞洲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雜誌 (CEI Asia magazine) 的業界調查中，於 2001
至 2016 年十三次榮獲展覽主辦機構及業界領導推選為「亞洲最佳會議展覽中
心」。
在 2014「TTG 旅遊業大獎」(TTG Travel Awards) 中，第六度獲業界領袖推選為
「最佳會議及展覽中心」。
在 2016 國際會議中心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vention Centres) 的
業界獎項中(2016 AIPC Apex Award), 入選「客戶投選最佳會議中心」的場地之
一。
在 2015〈會議及獎勵旅遊〉雜誌 (Meetings & Incentive Travel magazine) 的業界
獎項中 (M&IT Industry Awards 2015)，是亞洲地區唯一入選「最佳海外會議中
心」的場地。
企業刊物〈2017-2018財政年度活動與成就〉獲ARC Awards 2019頒發「專門年
度報告: 公司概況」組別銀奬。
企業短片「讓世界欣賞．你所想」獲2019 Questar Awards頒發「企業傳訊：公眾
意識」組別銀獎，「廣告：設施管理」組別銀獎，及「企業傳訊：持份者傳訊」組
別銅奬。
企業短片「讓世界欣賞．你所想」獲2019 Astrid Awards頒發「影片 - 數碼光碟、
網上及隨身碟：持份者傳訊」組別榮譽奬。
巴塞爾藝術展幕後短片「會展服務 從心出發」獲 2019 Questar Awards頒發「企
業傳訊：公眾意識」組別金奬。













巴塞爾藝術展幕後短片「會展服務 從心出發」獲2019 Astrid Awards頒發「影片 數碼光碟、網上及隨身碟：持份者傳訊」組別銅奬。
企業刊物〈2017-2018財政年度活動與成就〉獲2019 Astrid Awards頒發「刊物 企業成就」組別榮譽奬。
企業刊物〈2016-2017財政年度活動與成就〉獲ARC Awards 2018頒發「內頁設
計－專門年度報告: 公司概況」組別銅奬。
企業刊物〈2016-2017財政年度活動與成就〉獲2018 Indigo Design Awards頒發
「刊物設計」組別銅奬。
企業刊物〈2015-2016 財政年度活動與成就〉獲 2017 Galaxy Awards 頒發「推
廣：企業成就」組別銅奬。
會展中心網頁於 2015 iNova Awards 獲頒 「重新設計╱重新推行：會議展覽業」
組別銀獎。
企業短片「亞洲最佳，香港的驕傲」在 2014 年度「Videographer Awards」獲得
「Award of Distinction」（公司概覽界別）及「Award of Excellence」（企業形
象界別）兩大奬項。
企業短片「亞洲最佳，香港的驕傲」獲「Questar Awards」頒發 2014 年度金奬
（企業傳訊：展覽／會議界別）及銀奬（廣告：設施管理界別）兩大奬項。
在 2018／2019 年度，獲水務署頒發「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藍證書認
可。
在 2018／2019 年度，獲水務署頒發「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2.0 版）
（基本級別）」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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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成為香港首間獲 ISO 20121 活動可持續發展管理系統 3 年期認證的機
構，並在 2018 年成功獲續發認證。
在 2014 年，於 ASTM 認證中獲頒一級證書，評選為舉辦可持續發展會議、活動及
商貿展覽之場地，並在 2018 年成功獲續發認證。
在 2018 及 2019 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15 年 Plus 商界展關懷」標誌。
在 2018 年，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香港綠色機構」名銜。
會展管理公司的「減塑行動」勇奪國際展覽業協會(UFI) 頒發的 2019 年 UFI 可持續
發展大獎。
在 2015 年，薈景成為全港首間餐廳榮獲由美國綠色建築協會認可的「領先能源與
環境設計」（LEED®）室內設計及建築 V2009 版的金級認證。
在 2015 年，薈景成為全港首間餐廳獲得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認可的綠建環評 1.0
版 (室內建築)銀級認證。
在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主辦的「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18/19 中，會展中
心網頁在「網頁類別」獲頒金獎。
在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舉辦的「2018 年社會資本動力獎」嘉許計
劃中，獲頒「社會資本動力標誌獎」。



























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舉辦的「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 2019」
中獲頒發「開心企業」標誌。
成為勞工處勞資協商促進科舉辦的「好僱主約章 2018」的簽署機構。
在家庭議會舉辦的「2017/18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中，獲頒「優秀家庭友
善僱主」、「特別嘉許」和「支持母乳餵哺獎」。
兩名會展廚師與扶康會智障會員組隊，參與第十四屆扶康會「香港最佳老友」運動
電能烹飪比賽 2018，並獲得「香港真滋味美食金獎」。
在 2016 及 2017 年，於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
詢委員會及十八區區議會合辦的「十八區關愛僱主」表揚計劃中獲選為「十八區關
愛僱主」。
在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ERB 人才企業嘉許計劃 2016-20」中獲頒「人才企業」的
殊榮。
在 2018/2019 年度，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基礎級別」減廢證書。
在 2019年，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基礎級別》」證
書。
在 2018/2019 年度，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基礎級別」節能證書。
在2018/2019年度，獲環境保護署頒發「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良好級》」。
在 2017/2018 年度，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卓越級別」減廢證書。
在 2018年，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清新室內空氣證書《基礎級別》」證
書。
在民政事務局和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舉辦的社企獎勵計劃 2017 中獲選為「傑出社
企合作伙伴」。
在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舉辦的 2017/18 友商友良嘉許計劃中，獲選為「友商友
良」卓越企業。
在 2017 年，於環境局舉行的《戶外燈光約章》中獲頒鉑金獎。
在香港人力資源高峰會暨博覽會 2016 中獲投選為「香港最佳工作地點大獎 － 康樂
／娛樂類別」。
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合辦的「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 2016」
中，會展中心網頁在「網頁類別」獲頒金獎。
在2016/2017年度，獲「香港環保卓越大獎」頒發「卓越級別」減廢證書。
在 2016/2017 年度，獲環境保護署頒發「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良好級》」。
在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舉辦的「2015/16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獲評為
「家庭友善僱主」。
在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ERB 人才企業嘉許計劃 2015-16」中獲頒「人才企業」。
薈景、金紫荊粵菜廳、新滬坊和港灣茶餐廳獲環境局頒發 2015 年「咪嘥嘢」食店
計劃金級證書。
在香港復康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及十八區區議
會合辦的「十八區關愛僱主」表揚計劃中獲選為 2015 年「十八區關愛僱主」。
在香港地球之友主辦的「放駕一天」減碳行動 ─「企業綠色駕駛獎勵計劃 2014」中
奪得「最佳燃油節約大獎」亞軍，並成功提升燃油效益，達到「金獎」水平。

餐宴獎項




















薈景於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傑出優質商戶及員工服務奬項 2019」中獲頒「傑出
優質商戶獎 － 銅獎」。
會展中心飲食部團隊在香港廚師協會及 HOFEX 合辦，並獲世界廚師協會認可的
「2019 香港國際美食大奬」中，勇奪一金、五銀及二銅。
新滬坊於《米芝蓮指南 香港 澳門 2019》中，第七度獲選為米芝蓮推介餐廳，授予
「米芝蓮車胎人美食」，是評審員認為最超值的餐廳之一。
新滬坊獲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及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頒發嘉許狀，表揚餐廳支持減鹽減糖措施。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宴會廳於 U Magazine 主辦的「我最喜愛食肆選舉 2018」中，
獲選為我最喜愛宴會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宴會廳亦於 2015 及 2017 年獲得此獎
項。
會展中心飲食部團隊在香港廚師協會及香港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協辦的「2017 香港國
際美食大奬」中，勇奪一銀及六銅的佳績。
新滬坊被攜程 ─ 亞洲最大網上旅行社挑選為「攜程美食林臻選餐廳」，被專業評委
評為價格適中的精品餐廳。
於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傑出優質商戶及員工服務奬項 2017」中，薈景獲頒「傑
出優質商戶獎 － 銀獎」；金紫荆粵菜廳獲頒「15 年資深優質商戶嘉許」。
金紫荊粵菜廳奪得《酒‧派》雜誌的「2016 香港十大佳餚美酒配對餐廳大獎」。
薈景於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中獲頒「15 年資深優質商戶嘉
許」。
新滬坊於《南華早報》的《100 Top Tables》獲評選為 2016 年度百大頂級食府。
會展中心飲食部團隊在香港廚師協會及香港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協辦的「2015 香港國
際美食大奬」中，勇奪一金、四銀及四銅的佳績。
金紫荊粵菜廳和新滬坊分別奪得《酒‧派》雜誌的「香港十大配酒中菜餐廳大獎」
和「推介配酒中菜餐廳獎」。
於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優質商戶服務奬項 2015」，薈景獲頒「傑出優質商戶獎
－ 銅獎」。
新滬坊獲選由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和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的「灣仔最喜
愛食肆選舉 2014-2015」十大食肆之一。
由世界國際廚師協會所舉辦之 2014 年 「FHA 新加坡國際烹飪廚藝挑戰賽」，當中
香港廚師協會組成的香港代表隊，由會展管理公司西廚部柯文傑師傅擔任香港代表
隊的隊長於比賽首輪“Cold Display”即摘下銀獎，而在比賽次輪“Live Cooking” 進
一步獲得金獎殊榮，最後更於總決賽 “Battle for the Lion”帶領香港隊勇奪全場總冠
軍。
於李錦記青年廚師中餐國際大賽「港澳區選拔賽」，會展中心廚師羅思豪及彭建華
勇奪金奬，黃國英師傅獲銀奬，何孝源師傅獲銅奬。彭建華及羅思豪師傅更晉身
2014 年 3 月份舉行之『李錦記青年廚師中餐國際大賽總決賽』，並分別榮獲金獎和
銀獎。








於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優質商戶及員工服務奬項 2013」，會景餐廳獲頒「傑出
優質商戶獎 － 銀獎」；金紫荆粵菜廳獲頒「傑出優質商戶獎 － 優異獎」。
會展中心廚師梁凱嵐師傅，於安得利香港餐飲有限公司舉辦的安得利美饌巡禮 2013
「Fonterra Pizza Challenge」中，奪得銀奬。
會 展 中 心 廚 師 柯 文 傑 在 WA Australian Culinary Federation 主 辦 的 「 WA
Oceanafest 2013 Pacific Rims Continental Culinary Competition」中參與香港代
表隊，勇奪金奬及「Best Visiting Team」。
新滬坊獲選由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和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的「灣仔最喜
愛食肆選舉 2013-2014」十大食肆之一。
會展中心飲食部團隊在香港廚師協會及香港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協辦的「2013 香港國
際美食大奬」中，勇奪一金及兩銅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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