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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新創建集團勇奪「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兩項最高殊榮 

企業義工隊六年摘冠 

（2017年12月15日 —— 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或「集團」，香港股份代

號：659）於今天舉行的第八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頒獎禮上，榮獲「企業組別」及「義

工隊組別」金獎兩項最高殊榮，表揚集團積極投放資源，建立跨界協作平台及培養企業義工隊，

為有需要的社群服務。集團旗下成員公司協興建築有限公司與惠保（香港）有限公司也獲得「企

業組別」和「義工隊組別」優異獎，而新創建交通服務有限公司和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

司亦獲頒發嘉許標誌。同時，由集團牽頭主辦之兩項社區計劃也於第十三屆「中國最佳公共關

係案例大賽」中獲頒「企業社會責任」金獎及「公益傳播」銅獎。 

新創建集團善用其多元業務及企業資源，並透過旗下慈善基金撥款、動員企業義工隊參與，以

及與不同界別機構攜手合作，多管齊下，支持及推動多項長期社區計劃，惠澤不同社群。於2016

年，集團推動商、社、校跨界合作，舉辦「創建生涯路」計劃，善用商界網絡和優勢，為中學

老師和青少年提供長期和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教育支援，提升青少年的就業能力。另一方面，集

團自2008年起與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辦的「新創建香港地貌行」計劃，是全港最大型及持

續的地質保育公眾參與運動，透過跑步比賽、公眾導賞團、親子保育團及青年大使培訓計劃等，

提高市民對香港地質地貌的認識，推動環境保育。 

集團的企業義工隊「新創建愛心聯盟」成立逾16年，為集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支柱。義

工隊一直本著「以所知、所持、所願回饋社會」的理念，以個人專長服務基層兒童、青少年、

長者、少數族裔、智障學童及精神病康復者等有需要人士，多年來累積的社會服務時數已超過

165,000小時。義工隊於2011年首次獲「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頒發金獎，至今已第六次獲得

這項殊榮。 

「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旨在表揚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嘉許

計劃也希望藉此宣揚企業公民理念，鼓勵企業關愛社區，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由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主辦，旨在促進業內人士的溝通互動，

於中國公共關係行業中極具影響力，今屆共收到包括港澳台地區在內近200個參賽案例，透過

嚴格、規範的評審選出優秀案例。 

– 完 –

此新聞資料可於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網頁 www.nws.com.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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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香港股份代號：659）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香港股

份代號：17）的基建及服務業旗艦，其多元化的業務和投資項目集中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涵蓋

收費道路、環境管理、港口和物流設施、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商務飛機租賃、設施管理、醫療

保健服務、建築及公共交通。詳情請瀏覽集團網頁 www.nws.com.hk。 

如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經理 

許瀞文 

電話：(852) 2131 3817 

電郵：jasminehui@nws.com.hk 

圖一：新創建集團及旗下成員公司於「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中屢獲殊榮，反映集團全方位推

進可持續發展，卓越成就有目共睹。 

圖二：新創建集團企業義工隊「新創建愛心聯盟」第六次獲生產力促進局頒發「香港傑出企業

公民獎」 - 「義工隊組別」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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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及四︰「新創建愛心聯盟」最近慶祝成立 16 周年，並嘉許一班積極參與社區服務的義工，

答謝他們多年來無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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