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imonials

表揚

(本⽂為中⽂譯本。如中⽂譯本的字義或詞議與英⽂本有所不同，⼀概以英⽂本為準）

客戶的表揚:

''亞洲投資專訊的團隊，特別是陳港開先⽣，在過去 13 年半為

Pharmaxis Ltd

Pharmaxis 公司提供⾄⾼⽔準，快捷和⾄周全的服務。''

(⾃ 2005 年 5 ⽉起為客戶)

David McGarvey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我⾮常欣賞你們團隊於過去多年為我們公司網⾴平台上所提供的⾼專

聯合基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業、⾼效率及親切的協助。"

鄭愛寶
助理會計主任

" irasia 提供⼀個有效的渠道，實時發布公司資訊給我們的股東和潛在投 東瑞製葯(控股)有限公司
資者。"

彭潔玲
公司秘書

"感謝你們提供⾼效率、及時、有責任感和可靠的服務。 IRASIA 為我們 寶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現有及潛在的股東提供最新的企業資訊，我們⾼度讚賞你們的服務。"

陳堅芳
投資者關係⾏政專員

"irasia 隊伍專業、⾼效、責任⼼强、反應快捷。合作幾年來，我們對 第⼀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irasia 提供的投資者關係服務平台⼗分滿意。irasia 投資者關係平台運⾏ 羅積豫
平穩、閱覽層次⾼，吸引了專業投資者的關注，提⾼了公司信息發布平台 董秘處秘書
的有效性。"

"對上市公司像我們來說, irasia.com 是⼀個極優秀的合作夥伴。你們為我 ⼤⽣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們提供及時、可靠和全⾯的網上投資者關係服務。我們也⾮常欣賞你們處 鄧美儀
理我們要求時的專業及靈活性。你們專注的服務⼤⼤提⾼我們公司的透明 Group Accountant
度, 讓我們與投資者更有效地溝通, 以及增加我們與潛在投資者的接觸機
會。"

"鳳凰衛視的企業網站 - ifeng.com 在 irasia 的幫助下，能爲我們世界各 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
地的現有股東及潜在投資者提供及時和最新的企業資訊，我們⾼度讚賞 楊家强
irasia 的服務!!"

執⾏副總裁兼集團財務總監

HeartWare International, Inc.
Howard Leibman
此期間，我們公司的市值增⻑了 5 倍，並增加吸納了多元化的國際投資群
企業發展總監
的⽀持，同時我們亦致⼒建⽴明確和具透明度的企業傳訊。 在這⽅⾯，
"HeartWare International 與 IR Asia 過去 4 年⼀直為合作夥伴 。 在

IR Asia 對我們公司有著極顯著的幫助，並確保我們的新聞發佈和公司簡
報能夠覆蓋更廣泛的投資群。 IR Asia ⼀直能回應我們的需求，且積極
主動協助確保我們善⽤ IR Asia 強⼤有效的發放網絡。 我祝賀 IR
Asia，特別是感謝澳洲悉尼辦公室的陳港開先⽣，為我們提供⾮常卓越的
服務。"

"我對 irasia.com 提供的服務感到⼗分滿意，因為它強⼤的發放網絡能增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加我司於國際投資界的曝光率。作為⼀間中⼩型公司，於起步階段能有合 周志軻
作夥伴如 irasia.com 的協助，建⽴⾃⼰的投資者關係基礎及投資群是⾮

助理投資者關係經理

常重要的；我們⼀定會繼績使⽤ irasia.com。"

"irasia.com 是優秀的財經資訊平台，給我們提供全⾯、快捷及有效的資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訊服務。在處理公司財務資訊⽅⾯， 它更為我們省下不少時間及費⽤；

徐容國

我們很⾼興與 irasia.com 成爲⼯作夥伴。"

執⾏董事、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BluGlass Limited
Giles Bourne
觸到澳洲及亞太地區的投資群。他們的服務讓我們能以快捷及整⿑的⽅式
⾏政總裁
發佈資訊。我們尤其感謝悉尼辦事處的陳港開先⽣與本公司緊密的合作,

BluGlass 極之滿意 I R Asia 的投資者關系服務, 使我們能夠廣泛地接

並協助 BluGlass 推廣和發放本公司的資訊, 更引領我們從 I R Asia 的
平台,獲得最⾼的效益。

"我想對你及 irasia 員⼯於過去數年所作出的專業及傑出表現表⽰懇切謝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意。另外，亦多謝 irasia 的投資者關係服務平台，作爲我們與股東及潛

張林

在投資者的⼀個好橋梁，從⽽⼤⼤提⾼我們公司的透明度及改善我們與投 資產管理部項⽬經理
資者的有效溝通。現在，愈來愈多的投資者透過 irasia 平台聯絡我們。
謝謝 irasia 作爲我們的良好夥伴。"

"我想藉此機會多謝你們多年來的⾼質數服務。我認爲你們的投資者關係

北京⾸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常專業、有效率、全⾯及充滿熱誠。我很欣賞 irasia 提供的服務及

舒泳

多謝你們的幫助。"

公司秘書

"我認為你們的服務⾮常專業, 尤其是你們優秀的跟進服務及⽀援。我們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樂意與 irasia 建⽴⻑久合作關係。你們是我司傑出的合作伙伴。"

⿈佩玲
財務總監

"IRASIA 給予我們適時、可靠及全⾯的網上投資者關係服務。他們的隊

卡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伍擁有⾮常⾼效率，經驗豐富及樂於協助的⼯作態度，給我們留下⾮常良 姚凱欣
好的印象。我們⾼度推薦 IRASIA。"

公司秘書、財務經理

"謝謝你們多年來的幫助。 ⾮常欣賞 irasia 提供適時及迅速的公司資料

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

更新及上載服務。"

卓育⿓
董事總經理

"我們對 irasia 的⾼效率服務毫不懷疑，並且是完全⾃在地使⽤ irasia 新資本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來實時上載資料到公司的網⾴上。讓我們感意外的是， irasia 對公告的 劉燕穎
內容也很留⼼，並快速地作適當的更新，給予我們公司⾮常優秀的服務。 基⾦營運及監控
你不可能想像你會得到如此周到的服務。"

"我欣賞 irasia 的服務，尤其是他們的專業態度、⾼效率的資料上載及樂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協助的服務態度。"

劉健華
公司秘書

"我們⾮常滿意 irasia 的投資者關系服務及透過 irasia 增強的曝光率。"

Marengo Mining Limited
Les Emery
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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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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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酈建楝
投資者關係部⾼級經理

"毫無疑問，irasia 是全球最有效率及效⽤最⼤的企業資訊網上平台。投資 ⾸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
界能即時取得我們的資訊發佈，提⾼公司的透明度。此外，有⼀些投資者 陳綺華
更透過 irasia 認識我們，有助擴闊我們公司的股東群。"

公司秘書及投資者關係主管

"…作爲⼀家著名的投資者關係網站，irasia.com 的龐⼤覆蓋⾯能協助我

嘉新⽔泥（中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們發佈資訊到及國際投資者⼿上，提⾼我們公司的透明度和令投資者更熟 王⽴⼼
悉我們公司。"

執⾏董事

"irasia.com 為上市公司與投資者增強聯繫。在 irasia.com 的協助下，我

⾦⼭⼯業(集團)有限公司

們可更快及廣泛地發放企業/財務資訊。irasia.com 的專業客戶服務隊

謝靜儀

伍，是我們值得信賴的資訊發佈夥伴。"

助理總監 - 企業傳訊

"我們⾮常感謝你爲我們創科實業適時更新在 irasia.com 的投資者關係專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透過你們的網絡和登記⽤戶，我們可以發放投資者關係資訊⾄更龐⼤ 鄧碧瑜
的投資者群，幫助我們更有效地與全球投資界聯繫。此外，我們⾮常滿意 聯席董事 - 投資者關係及傳訊部
客戶經理劉茵⼩姐誠懇的幫忙及快捷的回覆。還有，irasia.com 更安排⼀
些投資者關係研討會,有助於推廣投資者關係。

"除了我們⾃設的公司網站 (www.chaoda.com) 外，irasia 爲我們提供了

超⼤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個卓越的平台去接觸現有及潛在的投資者。它的優點是清晰、準確、易 覃志敏
於使⽤，有別於其他⼀般的資訊網站。"

公司秘書及策劃傳訊部總監

"irasia 擁有⼀羣永遠準時及熱誠的隊伍，令你可安⼼公司的資料必定以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最快的時間發放⾄適當的投資⼈仕。⼀直以來，它都是⼀個令我們信賴的 譚嘉雯
發佈機制。"

企業傳訊經理

"…說到投資者關係，irasia 肯定是我們的⾸選。irasia 的專業服務，為我

⼤家樂集團有限公司

們新建成的企業網站帶來⻑遠的增值效益，以及增強公司的透明度。

張麗聲

irasia 快捷地爲我們披露公司新聞稿到投資者⼿中，確實令我覺得這是⼀

集團企業傳訊政務經理 / 主席私⼈秘書

個最值得信賴的企業資訊發放渠道。"

"澳洲聯邦銀⾏是 irasia 的多年客戶，在這段的合作期間，他們⼀直給我
⼀個很專業、主動的印象。irasia 的陳港開先⽣⾮常關注客戶的需要，提
供圓滿的協助；龐雪莊⼩姐及⾹港的隊伍，總能迅速安排我們的資料上

澳洲聯邦銀⾏
Louise Chan
投資者關係經理

載。此外，irasia 的檔案管理程式易於使⽤，簡化了我傳送資訊的⼯序。
"
"…你們的專業精神及樂意去聆聽我們的要求，令我⾮常滿意…同時 irasia 天地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亦擴展服務範圍⾄更多有價值的服務…我們認同 irasia 在投資者關係服務

趙麗娟

界中的專業地位，再加上你們‘必定可做到’的服務態度，深得我們的欣

⾸席營運⻑

賞。我們期望著與你們在未來的⽇⼦繼續合作。"

"irasia 肯定是上市公司與投資者間最佳的溝通平台。它快捷及負責任的

⼤成⽣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服務，使公司資料獲得最多的曝光率。我們⼀向信賴 irasia 把我們的資

余泳淇

訊以最快的時間送到⽬標觀眾⾯前，貫徹我們公司的投資者關係使命。我 企業發展⾼級經理
們真的⾮常欣賞整個 irasia 隊伍的專業及負責任的⼯作態度及其努⼒的
表現成果。"

"在過去幾年的合作中，我們感到⼗分愉快。你們的專業隊伍隨時為我們

和記⿈埔有限公司

在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我們為此衷⼼感謝，特別是你們的專業、合作 劉偉清
及⾼效率的⼯作態度。"

經理 - 企業傳訊 / 集團公司事務部

''irasia 於網上投資者關係、網站重建及製作網上年報各⽅⾯為我們提供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優秀及專業的服務。我們⾮常欣賞 irasia 永遠樂於協助及⾼效率的服務

劉瑞琦

態度。''

企業傳播及投資者關係經理

瀏覽者的表揚:

"多謝你們有⼀位專注的客戶服務員去答覆有關我查詢駿威汽⾞有限公司

來⾃美國的閱覽者

的資料，我誠意推薦 irasia.com，尤其是它"以客爲先"的服務態度。"

"…我真的很想多謝你們網站的優質服務，亞洲投資專訊網站無論在策劃

標準普爾公司
及建設都⾮常好 (很容易使⽤)，對我們需要尋找上市公司新舊財務報告的 Bethany Eisel
⼀群來說，實在⼗分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