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金字品牌奖迈入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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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迈入第20个年头，见证
无数本地品牌绽放异彩的新加坡
金字品牌奖2020／21 ，邀请本地
企业参加竞逐奖项，迈向巅峰。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 2020
／21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简称SPBA）由中小企业商
会（ASME）和《联合早报》联
办，今年的主题是“登峰造极”
（On to Higher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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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直播推介会和分享会

主办单位将于本月28日（星
期三）下午2时至4时，举行一场
直播推介会。会上将邀请三位历
届得奖企业的代表分享打造品牌
的心得与心路历程，以及公司如
何在得奖后受益。
他们是Huber's公司执行董事
恩斯特·胡博（Ernst Huber）、
星生能源集团（Sunseap）行销与
传播主任邱振发，以及杰特科术
集团（JK Technology）执行董事
汪佑任。
餐饮业者Huber's公司曾多次
获奖，2012年拿到潜质品牌奖，
2014年和2017年获颁成名品牌，
并在2017年夺下总冠军，登上
象征最高成就的荣誉榜（Hall of
Fame）。
恩斯特·胡博接受《联合早
报》访问时说，参加奖项活动如

同进行内部审计，让公司有机会
认真检视自己是否有说到做到，
或者哪里还做得不够完善，这整
个过程让公司获益匪浅。
他表示，公司多次得奖，摆
设在店里的奖杯，不仅吸引了许
多客户的眼球，也让他们对公司
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太阳能公司星生能源集团则
是2019年区域品牌奖得主。谈到
公司打造品牌的心得，邱振发受
访时说:“我们始终如一地为客户
提供合理价格的清洁能源，对公
司商业模式非常清楚，对想要做
的事情坚定不移。”

今年奖项共有四组别
他说，即使公司认为自己的
产品很好，仍须听取客户的反
馈，了解商业模式是否可行。

女人在男性主导的行业打拼不容易，但《万绿丛中一点红》系列
访问的女企业家勇于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大胆走出舒适圈。
无论是须日晒雨淋的交通工程和建筑业，或是以男性研究员和科

今年的奖项共有四个组别，
分别是潜质品牌奖（在新加坡成
立三年至八年）、成名品牌奖
（在新加坡成立超过五年）、悠
久品牌奖（在新加坡成立超过25
年），以及特别表扬奖。
特别表扬奖只限于金字品牌
奖筹委会邀请参加 ，他们必须是
在新加坡成立至少三年、在推广
品牌方面有杰出表现的政府机构
和非盈利机构。
有兴趣报名参加奖项和推介
会的企业，可扫描QR码或上网到
bit.ly/ spbalaunch2021报名。报名
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扫描QR码
报名参加
金字品牌奖
和推介会

Huber's公司执行董事
恩斯特·胡博表示，参
加奖项活动如同进行内
部审计，让公司有机会
认真检视自己是否有说
到做到，或者哪里还做
得不够完善，整个过程
让公司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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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生能源集团行销与传
播主任邱振发认为，即
使公司认为自己的产品
很好，仍须听取客户的
反馈，了解商业模式是
否可行。（受访者提供）

杰特科术集团是一站式
资讯科技解决方案供应
商，执行董事汪佑任将
在金字品牌奖推介会上
分享得奖经验。

企业

专版

（杰特科术）

（受访者提供）

学家居多的科技业，这些“铁娘子”们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毅力，
在各自的领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让人感受女性所带来的正能
量。

发挥女性软实力屹立阳刚基建业
万绿丛中一点红
韩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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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入父亲创立的基建工程
公司时只是“一张白纸”，到成
为在这个男性称霸的行业中为公
司领航的女首席执行长，白丽平
不但不会觉得与这个行业格格不
入，反而认为女性特质给她带来
优势。
打扮时尚的白丽平（36岁）
在大学时期主修历史，毕业后
曾在一家证券行担任交易员。12
年前，随着父亲创办的昇达工程
（Shingda Construction）进行改革
重组，她也加入公司成为董事。
回忆加入公司之初，她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我当
时就像一张白纸，既没有工程方
面的训练，也没有商业学历。”
不过，她却抱着破釜沉舟的
决心，“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
什么是不可能，只要去做就对
了。”
她从头学起，逐渐熟悉和掌
握公司的运作与经商窍门，在
这些年来领导公司创新与扩展
业务，并于2018年升任昇达集团
（Shingda Group）首席执行长。
创立于1984年的昇达是一家
基础建设工程公司，最初只是一
家铺设水管的二手承包公司，但
目前已经是业务横跨建筑、水管
工程、器材出租、产品与服务等
业务的集团。
该公司的发展历史同我国的
水源故事息息相关。从俗称“第
二个水龙头”由柔佛把水引入新
加坡，到“第三个水龙头”的新
生水基建水管，昇达都是主要服
务供应商。
白丽平说，公司在2013年
开展数码蓝图计划，借力生产
力及创新优惠计划（PIC），采
纳基于云的工时表（cloud based
timesheet）。
她表示，公司在对工作流程
进行数码化处理的初期，确实面
对一些阻力。由于员工习惯了一
贯的做法，当公司要求他们通过
数码日志记录事项时，他们最初
都无法从这项新计划看到实际的
价值。
白丽平于是与管理团队亲自
到宿舍探访员工，并与他们进行
一对一沟通，解释采取新做法的
理由。
在过程中，她与管理团队把
员工所担心的事项一一解决，最
终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也使得员
工在公司的数码化进程中站稳了
脚步。

过去数年积极数码化转型
有助疫情期间维持生产力
冠病去年来袭，加上政府实
施病毒阻断措施等防疫安排，建
筑业是备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
一。
白丽平表示，由于她深信数
码化将会是公司在未来能够持续
成功发展的重要一环， 公司过去
几年进行了数码化等转型措施 。
公司员工在疫情期间能够顺利地

12年前，白丽平应父亲白振立的要求，加入他创办的基建工程公司。摆放在他们身旁的是顶管掘进机（pipe-jacking machine）。（何炳耀摄）

在各自家中完成业务，无损效率
及生产力，印证了数码化的重要
性及公司转型的成功。
白丽平可谓是多面手，不
仅在自己当初不熟悉的建筑业
做出成绩，她在2014年时更“跨
界”创立了多品牌服装零售商店
SocietyA，引入亚洲设计师的服装
作品。
她当时意识到亚洲服装设计
师并未受到充分认可和重视，因
此决定创立公司，进军服装零售

领域，结果闯出名堂。
回首来时路，她感激父亲白
振立（74岁）把她带入公司，让
身为女性的她，能够在这个主要
由男性占据的行业担任领导角
色。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支持，
她才能有能力推展她对公司的愿
景。
身为女性并未障碍她在建筑
业的发展，女性的阴柔特质甚至
让她与阳刚十足的建筑业水乳交
融。

她认为，要成为一位有效的
领导者，本身具备勇气和决心，
以及获得学习和发挥的机会，都
是重要条件。但是，正确的领导
方式并非只有一种。
“与男性领导者相比，当今的
女性领导者，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
女性特质，来有效地领导团队。
“例如，我们能够通过更温
和的方式建立联系，以及影响与
激励我们的团队，这种方法依靠
的是用心聆听与抱着开放的态度

●欢迎浏览报业控股双语网站的中文页面sgsme聚汇（www.sgsme.sg/cn），了解更多中小企业动态。

进行沟通。”
事实上，白丽平的个性刚柔
并济，除了女性特质，也有坚毅
不拔的意志和喜欢挑战既定模式
的个性；她同时驰骋于建筑业与
时装业，就充分展示这一点。

育有三子一女生活平衡
证明建筑业适合女性发展
基于自己的经历，白丽平也
大力鼓励女性加入建筑业。她透
露，目前，在昇达集团任职的女

性白领员工占公司总员工人数的
56%，当中不乏领导人员。
她指出，尽管自己身在建筑
业，但却育有三子一女，介于3个
月至7岁，说明这个行业完全可以
取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她希望
能够以自己的例子，来说明建筑
业适合女性发展事业，进而吸引
更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
不过，她也表示：“不论是
女性还是男性，我希望他们都不
要把这个行业看成是男性占据的
行业。这个行业其实还在招聘员
工，或者说至少我的公司还在招
聘员工。”
白丽平说，她在三年前为公
司重塑品牌，是因为期望公司员
工能够与公司共同成长，公司也
能继续吸引到新的人才，协助公
司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公司目前着力于科技与扩大
能力，以及在所建立的生态基础
上加强发展业务，“我们希望能
够建立一个生态，我们无法做所
有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在培养自
己看好的伙伴。”
事实上，公司最近刚争取到
自成立以来总值8300万元的最大
宗合约，展示了公司承接大规模
工程的实力。
公司始终争取跑在前头，努
力维护多年建立起来的三大价值
观——诚信、信赖与可靠。
她满怀期许地说：“这三大
价值观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但却
是多年努力的证明，我们希望能
一直这样，而要这么做，我们就
要不断求进步，为客户带来附加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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