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imonials

表扬

(本文为中文译本。如中文译本的字义或词议与英文本有所不同，一概以
英文本为准）

客户的表扬:
“亚洲投资专讯的团队，特别是陈港开先生，在过去 13 年半为

Pharmaxis Ltd

Pharmaxis 公司提供至高水准，快捷和至周全的服务”

(自 2005 年 5 月起为客户)

David McGarvey
财务总监及公司秘书

"我非常欣赏你们团队于过去多年为我们公司网页平台上所提供的高专 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郑爱宝
业、高效率及亲切的协助。"
助理会计主任

" irasia 提供一个有效的渠道，实时发布公司资讯给我们的股东和潜在投 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
彭洁玲
资者。"
公司秘书

"感谢你们提供高效率、及时、有责任感和可靠的服务。 IRASIA 为我们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坚芳
现有及潜在的股东提供最新的企业资讯，我们高度赞赏你们的服务。"
投资者关系行政专员

"irasia 队伍专业、高效、责任心强、反应快捷。合作几年来，我们对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irasia 提供的投资者关系服务平台十分满意。irasia 投资者关系平台运行 罗积豫
平稳、阅览层次高，吸引了专业投资者的关注，提高了公司信息发布平 董秘处秘书
台的有效性。"

"对上市公司像我们来说, irasia.com 是一个极优秀的合作伙伴。你们为我 大生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们提供及时、可靠和全面的网上投资者关系服务。我们也非常欣赏你们 邓美仪
处理我们要求时的专业及灵活性。你们专注的服务大大提高我们公司的 Group Accountant
透明度, 让我们与投资者更有效地沟通, 以及增加我们与潜在投资者的接
触机会。"

"凤凰卫视的企业网站 - ifeng.com 在 irasia 的帮助下，能为我们世界各地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的现有股东及潜在投资者提供及时和最新的企业资讯，我们高度赞赏 杨家强
irasia 的服务!!"
执行副总裁兼集团财务总监

"HeartWare International 与 IR Asia 过去 4 年一直为合作伙伴 。 在此期
间，我们公司的市值增长了 5 倍，并增加吸纳了多元化的国际投资群的
支持，同时我们亦致力建立明确和具透明度的企业传讯。 在这方面，IR

HeartWare International, Inc.
Howard Leibman
企业发展总监

Asia 对我们公司有着极显著的帮助，并确保我们的新闻发布和公司简报
能够覆盖更广泛的投资群。 IR Asia 一直能回应我们的需求，且积极主动
协助确保我们善用 IR Asia 强大有效的发放网络。 我祝贺 IR Asia，特别
是感谢澳洲悉尼办公室的陈港开先生，为我们提供非常卓越的服务。"
"我对 irasia.com 提供的服务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它强大的发放网络能增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加我司于国际投资界的曝光率。作为一间中小型公司，于起步阶段能有

周志轲

合作伙伴如 irasia.com 的协助，建立自己的投资者关系基础及投资群是

助理投资者关系经理

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会继绩使用 irasia.com。"
"irasia.com 是优秀的财经资讯平台，给我们提供全面、快捷及有效的资

巨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讯服务。在处理公司财务资讯方面，它更为我们省下不少时间及费用；

徐容国

我们很高兴与 irasia.com 成为工作伙伴。"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及公司秘书

BluGlass 极之满意 I R Asia 的投资者关系服务, 使我们能够广泛地接触

BluGlass Limited
Giles Bourne
行政总裁

到澳洲及亚太地区的投资群。他们的服务让我们能以快捷及整齐的方式
发布资讯。我们尤其感谢悉尼办事处的陈港开先生与本公司紧密的合作,
并协助 BluGlass 推广和发放本公司的资讯, 更引领我们从 I R Asia 的平
台,获得最高的效益。
"我想对你及 irasia 员工于过去数年所作出的专业及杰出表现表示恳切谢
意。另外，亦多谢 irasia 的投资者关系服务平台，作为我们与股东及潜
在投资者的一个好桥梁，从而大大提高我们公司的透明度及改善我们与

酷派集团有限公司
张林
资产管理部项目经理

投资者的有效沟通。现在，愈来愈多的投资者透过 irasia 平台联络我
们。谢谢 irasia 作为我们的良好伙伴。"
"我想藉此机会多谢你们多年来的高质数服务。我认为你们的投资者关系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非常专业、有效率、全面及充满热诚。我很欣赏 irasia 提供的服务及 舒泳
多谢你们的帮助。"

公司秘书

"我认为你们的服务非常专业, 尤其是你们优秀的跟进服务及支援。我们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乐意与 irasia 建立长久合作关系。你们是我司杰出的合作伙伴。"

黄佩玲
财务总监

"IRASIA 给予我们适时、可靠及全面的网上投资者关系服务。他们的队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伍拥有非常高效率，经验丰富及乐于协助的工作态度，给我们留下非常

姚凯欣

良好的印象。我们高度推荐 IRASIA。"

公司秘书、财务经理

"谢谢你们多年来的帮助。非常欣赏 irasia 提供适时及迅速的公司资料更

嘉进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新及上载服务。"

卓育龙
董事总经理

"我们对 irasia 的高效率服务毫不怀疑，并且是完全自在地使用 irasia 来 新资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实时上载资料到公司的网页上。让我们感意外的是， irasia 对公告的内容 刘燕颖
也很留心，并快速地作适当的更新，给予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服务。 你 基金营运及监控
不可能想象你会得到如此周到的服务。"
"我欣赏 irasia 的服务，尤其是他们的专业态度、高效率的资料上载及乐

太平洋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于协助的服务态度。"

刘健华
公司秘书

"我们非常满意 irasia 的投资者关系服务及透过 irasia 增强的曝光率。"

Marengo Mining Limited
Les Emery
执行董事

"感激 irasia 為我們提供既專業又創新的網上投資者關係活動支援。透過
irasia 專業服務，顯著地提升透明度及有效地促進與投資者的溝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郦建楝
投资者关系部高级经理

"毫无疑问，irasia 是全球最有效率及效用最大的企业资讯网上平台。投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界能实时取得我们的资讯发布，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此外，有一些投

陈绮华

资者更透过 irasia 认识我们，有助扩阔我们公司的股东群。"

公司秘书及投资者关系主管

"…作为一家著名的投资者关系网站，irasia.com 的庞大覆盖面能协助我

嘉新水泥（中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们发布资讯到及国际投资者手上，提高我们公司的透明度和令投资者更

王立心

熟悉我们公司。"

执行董事

"irasia.com 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增强联系。在 irasia.com 的协助下，我

金山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们可更快及广泛地发放企业/财务资讯。irasia.com 的专业客户服务队

谢静仪

伍，是我们值得信赖的资讯发布伙伴。"

助理总监 - 企业传讯

"我们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创科实业适时更新在 irasia.com 的投资者关系专

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页。透过你们的网络和登记用户，我们可以发放投资者关系资讯至更庞

邓碧瑜

大的投资者群，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与全球投资界联系。此外，我们非常

联席董事 - 投资者关系及传讯部

满意客户经理刘茵小姐诚恳的帮忙及快捷的回复。还有，irasia.com 更安
排一些投资者关系研讨会,有助于推广投资者关系。"
"除了我们自设的公司网站 (www.chaoda.com) 外，irasia 为我们提供了

超大现代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一个卓越的平台去接触现有及潜在的投资者。它的优点是清晰、准确、

覃志敏

易于使用，有别于其它一般的资讯网站。"

公司秘书及策划传讯部总监

"irasia 拥有一羣永远准时及热诚的队伍，令你可安心公司的资料必定以

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最快的时间发放至适当的投资人仕。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令我们信赖

谭嘉雯

的发布机制。"

企业传讯经理

"…说到投资者关系，irasia 肯定是我们的首选。irasia 的专业服务，为我

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

们新建成的企业网站带来长远的增值效益，以及增强公司的透明度。

张丽声

irasia 快捷地为我们披露公司新闻稿到投资者手中，确实令我觉得这是一

集团企业传讯政务经理 / 主席私人秘书

个最值得信赖的企业资讯发放渠道。"
"澳洲联邦银行是 irasia 的多年客户，在这段的合作期间，他们一直给我
一个很专业、主动的印象。irasia 的陈港开先生非常关注客户的需要，提
供圆满的协助；庞雪庄小姐及香港的队伍，总能迅速安排我们的资料上

澳洲联邦银行
Louise Chan
投资者关系经理

载。此外，irasia 的档案管理程序易于使用，简化了我传送资讯的工序。
"
"…你们的专业精神及乐意去聆听我们的要求，令我非常满意…同时

天地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irasia 亦扩展服务范围至更多有价值的服务…我们认同 irasia 在投资者关

赵丽娟

系服务界中的专业地位，再加上你们‘必定可做到’的服务态度，深得我们

首席营运长

的欣赏。我们期望着与你们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合作。"
"irasia 肯定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间最佳的沟通平台。它快捷及负责任的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使公司资料获得最多的曝光率。我们一向信赖 irasia 把我们的资

余泳淇

讯以最快的时间送到目标观众面前，贯彻我们公司的投资者关系使命。

企业发展高级经理

我们真的非常欣赏整个 irasia 队伍的专业及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及其努力
的表现成果。"
"在过去几年的合作中，我们感到十分愉快。你们的专业队伍随时为我们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我们为此衷心感谢，特别是你们的专业、合

刘伟清

作及高效率的工作态度。"

经理 - 企业传讯 / 集团公司事务部

''irasia 于⽹上投资者关系、网站重建及制作网上年报各方面为我们提供优 太平洋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刘瑞琦
秀及专业的服务。我们非常欣赏 irasia 永远乐于协助及高效率的服务态
企业传播及投资者关系经理
度。''

浏览者的表扬:
"多谢你们有一位专注的客户服务员去答复有关我查询骏威汽车有限公司

来自美国的阅览者

的资料，我诚意推荐 irasia.com，尤其是它"以客为先"的服务态度。"
"…我真的很想多谢你们网站的优质服务， 亚洲投资专讯网站无论在策划
及建设都非常好 (很容易使用)，对我们需要寻找上市公司新旧财务报告
的一群来说，实在十分有用。"

标准普尔公司
Bethany Eis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