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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亞博匯50強晚宴
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

澳門巴黎人宴會廳，澳門巴黎人

賓客指南

2020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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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以下贊助商及支持者對 
「亞博匯 50 強」的大力支持……

禮品贊助商 香檳贊助商 酒水贊助商

埸內表演贊助商 製作支持 表演嘉賓 電訊贊助商

白 金 贊 助 商

黃 金 贊 助 商

場地贊助商 舉辦場地 歡迎酒會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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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亞博匯 50 強」正式晚宴

•	 慶祝年度亞博匯50強的誕生
•	 薈聚行業菁英共聚一堂進行互動及交流
•	 迷人的正裝晚宴之夜，享受精緻晚宴及豐富娛樂表演
•	 每年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五舉行
•	 自2008年以來，每年都會公佈「亞博匯50強」榜單



iagpower50.com4

隨著我們逐漸擺脫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行業開始展望更
為光明的未來。儘管在此時舉辦活動仍很困難，但《亞博匯》亦感受到舉
辦2020年亞博匯50強的重要性。

今年是亞博匯連續第13年舉辦「亞博匯50強」，一路走來，其不僅漸
成每年評選亞洲博彩業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指南，更是持久的成就記
錄。在2020歷經如此多的考驗之後，也許沒有甚麼事情比起大家再次聚
首一堂、共同回顧這永誌不忘的一年更為重要。

2020年「亞博匯50強」可能是2020年澳門博彩界唯一此類大型社交
活動，有望吸引全澳業內名流出席。一如既往，我們將製作高質量的晚宴
視頻並在稍候公開發佈。

由於國際旅行的實際困難，今年的活動將特別以澳門為中心，無論是
司儀、現場樂隊、製作支持人士或是演藝人員皆來自澳門。我們希望以積
極的態度一方面支持澳門本地人才的成長，同時亦維持舉辦是次活動的
國際高標準。

2020 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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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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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廳通道

Take Lift to 5th Floor 巴黎人
大堂

1

5

6

DRIVEWAY

電梯 電梯23 4

巴黎人宴會廳

1/F 5/F

1 2 3 4 5 6

車道

乘電梯到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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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照片

今年的亞博匯50強將提供實時活動照片更新。

所有活動期間拍攝之圖片將在上傳至網絡相冊，公眾可以透過二維
碼在數分鐘之內對其進行訪問並下載活動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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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雞尾酒會到宴會廳區域的大門將在19:30準時開啟。客人在入座前
將有數分鐘場內交流的時間。

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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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18:30

19:30

19:40

20:00

21:30

紅毯及迎賓雞尾酒會

晚宴開始

活動當晚流程或因應實際情況調整。

娛樂表演

致歡迎辭及合照

集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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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9:40，東道主致辭結束後。

致祝酒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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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五十強榜單
排名 權能指數 姓名 職位 企業
1 7,764 呂耀東 副主席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2 7,762 蕭登.艾德森 董事會主席及首席行政總裁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3 6,298 何猷龍 主席兼行政總裁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4 3,626 林國泰 主席兼行政總裁 雲頂有限公司
5 3,491 何超瓊 聯席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6 2,689 周焯華 主席 太陽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7 2,668 ROB	GOLDSTEIN 總裁兼首席營運總裁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8 2,623 王英偉 執行董事，總裁兼首席營運總裁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9 2,336 馬德承 董事兼行政總裁 永利渡假村有限公司
10 2,097 梁安琪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11 1,860 ENRIQUE	RAZON	JR 主席兼行政總裁 BLOOMBERRY	RESORTS
12 1,778 簡博賢 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13 1,619 陳志玲 董事會副主席、首席營運總裁兼執行董事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14 1,535 曾立強 創始人、控股股東及行政總裁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15 1,532 應家柏 行政總裁 香港賽馬會
16 1,493 JAMES	MURREN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
17 1,477 GEORGE	TANASIJEVICH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濱海灣金沙
18 1,475 祁嘉杰 首席營運總監，澳門 銀河娛樂集團
19 1,450 高哲恒 總裁兼執行董事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20 1,335 MATT	BEKIER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
21 1,266 EVAN	WINKLER 總裁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22 1,189 NICHOLAS	NIGLIO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金粵控股有限公司
23 1,162 蘇樹輝 副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24 1,149 陳榮煉 主席及行政總裁 德晉集團
25 1,128 韓昌祐 主席兼行政總裁 丸韓股份
26 1,105 DAVID	ATTENBOROUGH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TABCORP
27 1,074 陳啟德 董事長兼首席營運官 雲頂新加坡
28 994 佐藤公平 行政總裁 DYNAM	JAPAN
29 921 JOHN	ALEXANDER 執行主席 皇冠度假酒店集團
30 916 李忠仁 總裁兼營運總監 雲頂馬來西亞
31 911 田必立 會長 百樂達斯集團
32 910 林拱輝 副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雲頂有限公司
33 859 GRAEME	STEPHENS 行政總裁 SKYCITY	ENTERTAINMENT	GROUP
34 830 何超鳳 主席兼執行董事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35 818 彭岳熙 主席 鉅星國際
36 797 鄭家純 主席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
37 763 MOON	TAEGON 行政總裁 江原樂園
38 747 富士本淳 代表董事兼總裁 環球娛樂
39 701 DAVID	SISK 澳門首席運營官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40 665 周錦輝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澳門勵駿創建有限公司
41 651 里見治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世嘉颯美控股
42 637 蔡宜良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達富來國際酒店集團
43 630 THOMAS	ARASI 總裁兼營運總監 BLOOMBERRY	RESORTS
44 627 仰智慧 主席兼執行董事 藍鼎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45 626 陳明金 董事長 金龍集團
46 624 陳捷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匯彩控股有限公司
47 611 紀曉波 塞班島項目總監 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48 590 JAYDEV	MODY 董事長 DELTA	CORP
49 584 楊受成 主席 英皇集團
50 579 楊海成 執行董事暨主席 實德環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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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19年
•	 僅有159位人士上榜
•	 有49位人士僅出現過一次

僅有4位人士先後榮登榜首：
•	 2008
•	 2009
•	 2010,	2013	to	2018		
•	 2011	to	2012,	2019		

有8位人士每年都榜上有名（排名以首字母為序）
•	 蕭登•艾德森
•	 曾立強
•	 何猷龍
•	 梁安琪
•	 林國泰
•	 呂耀東
•	 Nicholas	Niglio
•	 楊海成

亞博匯 50 強趣味小貼士

何鴻燊博士
林國泰
蕭登•艾德森
呂耀東



iagpower50.com13

亞博匯50強評審團由9位擁有數十年從業經驗的業內人士組成。

「亞博匯 50 強」
是如何評選出來的？

卓弈 董事會副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亞博匯			
(評審團主席)

本思齊 執行編輯	 亞博匯	
Muhammad 
Cohen

特邀編輯 亞博匯

David Green 董事長 新一頁顧問有限公司
徐靜慧 董事 承穎集團
藍志雄 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教授，國

際認證委員會主席，款客服務
課程代統籌人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梁小牧 董事總經理 怡薈顧問有限公司
Rui Pinto Proença 管理合夥人 澳門MdME律師事務所
朱靜瑋 國際業務規劃與分析方向高

級副總裁
美國創新集團

評審們仔細審閱亞洲博彩行業中的每一間博彩公司，並按照博彩收
入每100萬美元折抵1分的「權能指數」給每間公司打分。然後這些分數
將被分配至公司的數名關鍵性人物，並根據各種積極及消極因素對權能
指數進行調整。評審的最後階段包括審查名單的合理性、查看重要人物
的匹配度及適當地微調。

評審過程漫長而緊張，通常在7月至10月間進行。評審過程中，評委
之間的電子通信通常長達15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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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別忘記拿我們為您精心準備的禮品袋哦！

紀念禮品袋

iagpower5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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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在活動前24小時安排免費停車，您亦可在活動當晚於衣帽間領取
停車票。可提前告知我們您的需求（詳見查詢）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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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活動前掃描下列二維碼以提供您的綠色健康碼

防疫措施

本次活動無需核酸檢測報告。



敬請聯絡活動及項目總監	
萬淑華小姐	

+853	6395	2307	
或	

	vm@asgam.com	

如需查詢

2 0 2 0 攜 手 同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