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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字品牌颁奖晚宴

　　当今越来越多元化的顾客
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
企业一定要建立自家特色，让
品牌与众不同，提供独一无二
的价值。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
部长易华仁昨晚在《联合早
报》和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商会
（ASME）联办的2010年“新
加坡金字品牌奖”（SPBA）
颁奖晚宴上说。
　　他引用今年中小型企业发
展调查（SME Development 

Survey）的结果指出，在接下
来的12个月内，每五家中小企
业中就有两家计划要为自己建
立差异化的品牌形象，强化企
业特征。
　　易华仁说：“让人欣喜的
是，我国企业除了在本地建立
起品牌外，也纷纷踏出国门，
努力经营品牌的海外形象。”
　　报业控股华文报及报章服
务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胡以晨
在颁奖晚宴上说：“打造品牌
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即

使今年获得品牌奖，明年还是
应该继续参加，因为每个角逐
SPBA奖项的品牌，必须和不
同品牌评比、交流，而通过这
个过程，各个品牌将有机会不
断检讨、改善。而只有不断地
检讨、改善，一个成功的品牌
才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
　　胡以晨说，“新加坡金
字品牌奖”自九年前创办以
来，已有超过500个本土品牌
参加。“这九年来，SPBA平
均每年精选培育35个品牌。这
些品牌得奖后，知名度大大提
高。这不仅对在本土市场的业
务发展很有帮助，在拓展海外
业务时，也比较顺利。”

　　而品牌知名度是企业发展
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不能
“长在深闺没人知”，无人知
晓的品牌，肯定无人问津。
　　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商会
（ A S M E ） 会 长 廖 振 兴 则 认
为，“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中
也是一个金字品牌。人们普遍
认为，“新加坡”是“值得信
赖、品质优良、高效率、诚实
可信”的代名词。“在国外的
时候，很多海外合作伙伴都跟
我这样描述新加坡的品牌。”
　　他说：“这就是本地企业
走出海外的第一张名片。我相
信，随着更多企业更好的品牌
打造，我国企业将能在全球市
场更具竞争力。本次得奖者就

是新加坡品牌在市场中的佼佼
者。”
　　廖振兴认为，得奖固然荣
耀，但角逐的过程更让中小企
业受益匪浅。“在被评定、考
量和交流的过程中，参与者可
以和评审们一起交换意见、互
相讨论和学习，让品牌建立更
上一层楼。这个过程让中小企
业受益良多。”
　　他指出，优秀品牌的建立
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企业
想要取得成功就一定要让产品
有差异化特征，在市场上独树
一帜。他希望得奖者能借金字
品牌的威力，踏出国门，在海
外闯出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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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仁：面对顾客需求和激烈市场竞争

企业要让品牌与众不同
易华仁：让人欣喜的是，我国企业除了在
本地建立起品牌外，也纷纷踏出国门，努
力经营品牌的海外形象。”

　　金字品牌奖设立九
年来，见证了许多本地
品牌的成长和成功。豆
乐（Jollibean）和Cherie 

Hearts多年来塑造品牌所
投入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今年荣登金字品牌奖荣誉
榜（Hall of Fame）。
　　豆乐今年是第三次荣
获成名品牌奖，也赢得该
组别的最佳品牌奖。公司
执行董事李美仪表示，豆
乐听着前两年的评委评价
长大，一路摸索找到了更
明确的方向，不断改善软
件设施，如今才发展成为
真正的金字品牌。
　　李美仪回忆说，以前
他们只重视硬件配备，确
保为顾客提供干净清洁的
饮食环境，优质健康的豆
质食品，忽略了亲近贴心
的软件服务。现在他们提
供了更多人性化服务。

　　她说，金字品牌奖就
好比是公司成绩报告单，
每年参加以保证公司的发
展是和公司愿景一致。
　 　 自 2 0 0 6 年 以 来 ，
幼儿教育营运商Cherie 
Hearts连续五年参加金字
品牌奖，并且每年荣获成
名品牌奖，持之以恒的努
力让Cherie Hearts成为金
字品牌奖荣誉榜的一员。
　　公司企业发展总经理
吴莉霞表示，这对Cherie 
Hearts来说是莫大的荣
誉，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声
誉，也增强了特许经营商
对Cherie Hearts的信心。
　　她说，公司的管理层
非常重视品牌的塑造，参
加金字品牌奖可以为公司

的品牌增值。对于幼儿教
育这行而言，优秀的品牌
能让家长抱有信心。
　　吴莉霞指出：“当人
们听到Cherie Hearts这
个品牌后，他们联想到的
是高质量的教育课程、优
秀的老师和学习环境。”
　　为鼓励更多本地中小
企业维护良好品牌及贯彻
品牌策略，并肯定和嘉奖
它们在建立优秀品牌的贡
献，金字品牌奖前年推出
了荣誉榜。
　　要成为荣誉榜一分
子，须符合其中一个条
件：获得五次金字品牌奖
奖项；或获得三次金字品
牌奖奖项，并在任何五个
组别中至少有一次获得总

冠军。评选标准从2007
年的金字品牌奖生效。
　　今年四个获得最佳品
牌奖的品牌，都不是第一
次参加，说明这些品牌每
次参加金字品牌奖后，进
一步加强自身的品牌，最
终夺得各自组别的大奖。
　 　 随 着 苹 果 公 司 的
iPhone和iPad的风行，
本地苹果产品的经销商
E p i c e n t r e 借 助 苹 果 品
牌，成功打造了属于自
己的品牌，让许多人想
买苹果产品时就会想到
Epicentre。
　　Epicentre执行主席
兼行政总裁房德伦说，获
得金字品牌奖让公司在进
军海外的时候具备更多优

势。他计划在本地、马来
西亚及中国开零售分店。
　　其他获得金字品牌奖
的品牌，也表示接下来会
继续参加，以不断进步。
　　机器服务供应商捷必
胜（JP Nelson）今年首
次参加金字品牌奖获得成
名品牌奖。董事主席林永
车说：“过去几年看到面
包物语、速印和翡翠餐饮
利用金字品牌奖这个平台
发展到国外，我们也希望
自己的品牌能够获得认
可，成为新加坡的金字品
牌。”
　　他表示，公司接下来
取得一些进步后，会再次
参选金字品牌奖，以争取
评审的认可。

捷必胜董事主席林永车
表示会再次参选金字品
牌奖。

豆乐与Cherie Hearts荣登金字品牌奖荣誉榜
翡翠餐饮囊获三个奖项

今年新加坡金字品牌奖的获奖品牌代表同嘉宾及主办机构代表合影。大会主宾是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易华仁（前排左九），站在他右边的是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报章服务）胡以晨，
在他左边的是中小型企业商会会长廖振兴。（唐家鸿摄）

　　翡翠餐饮（Crystal Jade）是今年金字品牌奖的又
一大赢家，一共囊获了三个奖项，包括成名品牌奖、
区域品牌奖和最受欢迎品牌奖。
　　这是翡翠餐饮第二度参加金字品牌奖，公司去年
获得成名品牌奖和区域品牌奖。
　　成立19年的翡翠餐饮集团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
财务曾陷入危机。集团主席叶耀东当时在香港经营的
是钟表生意，后经过介绍以白武士的身份入主翡翠餐
饮集团，并成功转变了翡翠的经营理念，对旗下的品
牌做出正确的市场定位，还把成本合理化，从而逐渐
赢得了顾客的喜爱。
　　目前除了新加坡市场，集团还在中国北京、上
海、杭州、青岛、深圳、广州，还有香港、泰国曼
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的胡志明市、韩国的首
尔、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泗水，以及日本的东京和
菲律宾的马尼拉等16个地方开设分店，经营包括高
级餐饮、专卖店、家庭式餐馆、休闲餐饮、烘焙及蛋
糕、快餐等多种概念餐饮。
　　集团在各地共有87家店，42个设在新加坡，本地
仍是集团最大的市场。叶耀东表示，明年集团将把分
店数目增加到100个，而中国和香港将是两个发展重
点。

翡翠餐饮今年囊获金字品牌奖的三个奖项。图为翡
翠餐饮主席叶耀东。（唐家鸿摄）

　　海指明年年底将能达
到3500点的水平，即明
年全年的回报达到8％，
但市场波动较大。
　　这是摩根大通（JP 
Morgan）新加坡证券研
究部主管余国安昨天在对
2011年股市与楼市展望
的记者会上提出的预测。
　　此外，他也看好一些
因新加坡经济转型而获益
的私人企业包括奥兰、丰
益国际、来宝集团、吉宝
企业等，但不看好本地房
地产和银行领域。余国安
也是摩根大通亚洲和新加
坡房地产研究部主管。
　　余国安指出，新加坡
经济在两个综合度假胜地
（IR）的带动下已经改头

换面，其中旅游、酒店休
闲业、财富管理和商品交
易都开始拓展。它们在目
前的股市交易活动中已经
开始占有主导地位，抢去
了在海指成分股中占重量
级地位的传统增长领域如
银行、房地产和电信／媒
体／科技的风头。
　　他因此对资源和供应
链领域的股票展望持乐观
态度，推荐买入第一资
源（First Resources）、
中 国 闽 中 食 品 （ C h i n a 
MinZhong）和奥兰国际
（Olam）。
　　余国安对房地产和银
行明年的展望都持“减
磅”（underweight）评
级，因为房地产市场面对

的是政策风险，发展商在
办公楼和私宅领域的曝险
最高，而这两个领域也是
波动最大的，因此万一政
府再采取降温措施，或者
推出更大批的供应，发展
商将首当其冲。
　　他建议投资者选择主
要业务集中在海外的房地
产股比如香港发展商。　
　　至于银行业，余国安
表示银行与利率的高低息
息相关，而他的观点是明
年利率不会上升，这就对

银行领域的表现不利。

　　他也认为投资者明年
不应该对股息寄予太高期
望，因为一方面很多由新
经济带动的企业并不派息
或少派息，这也促使传统

领域的企业不怎么愿意多
派息。
　　另一方面，企业多数
会在明年将盈利重新投入
业务，以捕捉未来更高的

增长机会。
　　他指出，在危机发生
前，新加坡市场股息的平
均派息率为39％，而从
2000年至2007年的平均
派息率增加到53％，但
这个派息率将在未来继续
下跌，企业宁可利用资金
去从事业务扩充，他已经
留意到市场出现越来越多
并购活动，比如新加坡交
易所（SGX）收购澳大利
亚交易所（ASX），将业
务从国内拓展到区域。　
　　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的展望，余国
安认为这个领域明年应
该可以给予投资者5％至
6％的回报率，和1％至
2％的长期增长率。

余国安看好资源和供应
链领域的股票。

摩根大通新加坡证券研究部主管：

海指明年底将达到3500点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10月份工业
生产指数按年增长3％，低于7月份及8
月份写下的3.4％及3.8％，创下今年最
低增长速度，但超越市场的2.1％增长
预估，主要由制造及电力业带动。
　　分析员认为，10月份出口表现已经
反映工业生产缓慢的局面，10月份工业
生产放慢，基本符合美国半导体订单放
慢的情况。
　　马国统计局昨天也公佈，10月份制
造业销售额仅按年增长2.9％至459亿令
吉，远逊9月份经调整后的6.8％增长，
不过按月则由9月份的萎缩情况，转为
取得5.4％增长。
　　按年计，10月份销售额显著增长
的四大工业包括电视与无线电接收器、

音响或录影或再制作配备、以及相关
货品（35.1％）、精炼石油产品生产
（6.4％）、其他基本工业化学生产
（肥料及氮化合物除外）（22.2％）及
汽车生产（35.6％）。

第三季经常账项盈余上22.6％
　　此外，马国统计局公佈，截至2010
年9月底的第三季经常账项盈余按季激
扬22.6％至199亿令吉，比较同年次季
度为162亿令吉。以按年计，第三季
度的经常账项盈余则下滑55亿令吉或
21.8％，比较去年同季度254亿令吉。
　　今年首九个月的经常账项盈余达
666亿令吉，比去年同期下跌181亿令
吉或21.4％。

马10月工业生产指数按年增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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