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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家积极应对疫情挑战，并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规划前进，这期间大众社区、私营部门
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 SOBA 今年迎来了第 12 个年头，通过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我们相信能实现这一目标。
 
多年来，超过 350 家来自各自行业的优秀本地非上市公司，在SOBA的聚光灯下大放异彩。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TI）很荣幸成为 SOBA 的认可机构，该机构现已踏入第 5 个年头。我
们相信，该机构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一个业务发展的弹性机会。
 
马来西亚 99% 的商业机构注册为中小企业，它们实实在在是马来西亚经济支柱。 2020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当地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考验了它们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在应
对影响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在新的经商领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新常态下的数字化和
管理方面。
 
这些转型有助于中小企业制定战略并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格局，以保持其业务的相关性和面
向未来的发展。
 
贸工部借此机会敦促中小企业为其雇员接种疫苗，以帮助加快马来西亚的群体免疫。贸工部
特别启动了其 COVID-19 行业免疫计划（PIKAS），以帮助加快制造业工人的疫苗接种。我们
鼓励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利用该计划来确保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安全。
 
MITI 期待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不断追求创新、创造力和生产力，使马来西亚成为该地
区的经济强国。
 
对所有参加SOBA的中小企业，我们祝你们一切顺利。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gency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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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国仍然受到 Covid-19 健
康危机的严重影响。在这动荡时期，马来西亚本土企业已经证
明他们完全有能力迎接挑战。他们并没有放慢脚步，而是利用
逆境作为动力，将自己的业务与同行区分开来。
 
正是有这些模范企业的存在，推动了星报传媒集团每年继续举
办SOBA——为有贡献的中小企业提供机会来衡量他们的成功，
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以表彰他们的杰出努力。自成立以来
，SOBA 已重点介绍了 350 多家值得信赖的公司。我们过去的
参与者取得了显着的增长，同时也有不少得奖者都发展成上市
公司。
 
SOBA 不仅仅是一个奖励计划，它旨在培养一个思想领袖社区
，在那里人们将受到启发，将他们的想法得以完善及实现。我们将开展一些活动包括 
SOBA Prestige，这是为我们的 SOBA 赞助商、合作伙伴和校友网络特别策划的活动，以分
享他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此外，我们也将加强 SOBA LAB 工作坊，通过以英语、马来语和中文开展知识共享计划，
以接触更广泛的中小企业。
 
自 2009 年以来，SOBA 每年举办一次，所创造的成就突飞猛进，反映出所有参与者的自豪
。从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到成为上市公司，我们希望这些成功的故事，能够激励未来将
要参与的单位。
 
随着大流行疫情的肆虐并重创企业和生计，SOBA 将通过提供专业认可和曝光的机会，帮
助中小型企业克服近年来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真诚地希望 SOBA 伙伴会成长为一个真正
的数码社区，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商业机会和商业活动，共同迎接新的未来。
 
您提交的 SOBA申请是付出的回顾，也同时是展示您的努力和成就的机会。任何收获都不
小，过去一年所取得的一切都值得肯定，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在我们踏入第 12 个年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我们努力在评审过程中保持专业和严谨的
态度，以继续成为卓越的基准。
 
祝福一切顺利，我们期待在 2021 年 SOBA 颁奖之夜庆祝杰出企业的成功！

Alex Yeow
Group CEO
Star Media Group Ber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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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奖项

“Star 卓越企业奖 The Star Outstanding Business Awards” （SOBA）是《星报》集团为
表彰崭露头角的企业，以及其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而付出的努力与作出的贡献。SOBA响应
并配合政府发展本土企业的导向，旨在激励本地企业，推广马来西亚企业特色与优势，同
时向全球展示其产品和服务。

为鼓励企业跨越界限，这些奖项将颁发给在多元领域表现出色的本地企业。这意味着相关
获奖资格，不仅要考虑公司企业的良好业绩，也要关注相关公司企业的未来发展，及所涉
及的经济领域的前景。一家公司如果懂得如何调整操作程序以适应环境所需，能够稳定成
长并创造更高盈利，将更符合奖项标准，脱颖而出。

SOBA奖项特别留意出口产品或服务的本地企业，这是因为相关企业有助于促进马来西亚成
为全球卓越商业中心。我们可以预见，SOBA得奖者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在马来西亚证券交
易所上市。

这些奖项类别分为营业额高达 2500 万令吉和超过 2500 万令吉的企业。这是为了表彰包括
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在内的新兴中小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取得的成就。 SOBA的核心是
表扬及认同本地企业在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不仅仅是他们所占据的收入范围
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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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SOBA的设立，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卓越表现和激发积极的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展示杰出
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并且秉持以下宗旨：

·表彰杰出企业对国家和经济的作用和贡献；
·鼓励当地企业继续发展和提升业务；
·激励和启发本土企业致力于优化其产品和服务；
·恭贺并宣扬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当地企业； 和
·鼓励本地企业推广马来西亚并向世界展示其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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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资格

1）除新星奖外，以下为所有奖项的参赛资格
申请参加除了新星奖之外的任何奖项类别之本地企业，必须符合以下资格：
·不属于跨国公司*集团；
·非上市公司**；
·根据2016年《公司法》在马来西亚注册成立的公司^；
·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0％*；
·截至SOBA截止日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公司尚未提交
任何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申请；

·必须提交过往三（3）个连续财政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摘要^^；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在同一类别中连续三年获得白金奖的公司，如要重新申请该类别，必须经历一年的冷
  静期。
·上届马来西亚年度最佳商业奖得主，将处于2年冷静期；除非不同级别，否则不得参
  加SOBA。

2）新星奖的参赛资格
·不属于跨国公司*集团；
·非上市公司**；
·根据2016年《公司法》在马来西亚正式注册成立的公司；
·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0%*；
·必须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管理账目的最新摘录^^；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在 SOBA 的截止日期（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从事业

务运营 [作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或公司] 不到三 (3) 年； 和
·过往新星获奖者不得再次申请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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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资格

3)年度企业家奖参赛资格 
  A.男性类别
   ·个人必须是经营相关公司的马来西亚公民。
   ·个人必须是主要负责公司近期业绩（至少三（3）年）的持有者/最大股东。
   ·必须提交公司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过去年度最佳企业家（男性类别）的获奖者，如要申请相同类别，必须经历一年 
     的冷静期。
   · 截至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必须年满35岁。

4)年度企业家奖资格要求
  B.女性类别
   ·个人必须是经营该相关公司的马来西亚公民。
   ·个人必须是主要负责公司近期业绩（至少三（3）年）的持有者/最大股东。
   ·必须提交公司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过去年度最佳企业家（女性类别）的获奖者，如要申请相同类别，必须经历一年
     的冷静期。
   ·截至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必须年满35岁。

5)年度企业家奖资格要求
  C.青年类别
   ·个人必须是经营相关公司的马来西亚公民。
   ·个人必须是主要负责公司近期业绩（至少三（3）年）的持有者/最大股东。
   ·必须提交公司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过去年度最佳企业家（青年类别）的获奖者，没有资格重新申请相同类别，但如
     果满足上述要求，则可以申请参赛“年度最佳企业家（男性类别或女性类别）”
     项目。
   ·截至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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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资格

备注：
*   跨国是指在多个地理位置开展业务的外资公司和品牌。在多个地理位置经营的马来西亚
    公司有资格申请。
*   如果业务是特许经营，申请者则应为“特许经营授权人”，而不是“获特许经营人”。
    特许经营授权人应为马来西亚人。
**  不是在大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公共利益公司，包括以前上市的公司，除非这些
    公司已经退市超过 5 年。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有资格参加。
∧   不属于集团（定义见 2016 年《公司法》）但希望以备考集团形式提交参赛作品（
    即合并公司的财务业绩）的公司只有资格作为备考集团参与，前提是：上述每家公司：
    ·在1（一）个类似品牌下运营；和
    ·拥有相同的个人股东，他们持有希望作为备考团体参与的每家公司的 50% 以上股权。
∧∧ 无法提供完整的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参与者不妨仅提交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 
    债表），（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iii）权益变动，(iv) 现金流量表
    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   独资企业是指根据 1956 年《商业注册法》在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CCM”）注册的个
    人全资拥有的企业，使用其身份证或商号中的个人姓名。合伙企业是指根据 1956 年商
    业注册法或 2012 年有限责任合伙法在 CCM 注册的由两人或多人拥有的企业。
    例如，独资经营者在 2018 年注册了一家企业，但于 2019 年 2 月开始经营。在 2020 
    年，独资经营者根据 2016 年公司法将其业务转换为公司。
    如果该公司参与业务运营的时间不到三 (3) 年，即截至 SOBA 截止日期的 2019 年 2   
    月至 2021 年 11 月，那么该公司有资格参加新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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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赛

步骤1
从SOBA网站 www.soba.com.my 下载提交包。

步骤2
SOBA总共有11个奖项类别可以选择申请。
i.  提交包里包含每个奖项类别的申请指南。表格填写答案必须使用Times New Roman，
    12pt字款输入，并打印在A4尺寸白纸上。强烈鼓励各位申请者能全方位阐述，以彰显您
    本身能在各个类别中获奖的原因。对于每项申请/奖项类别，请将您的答复限制在不超过
    500个字。
ii. 对于申请表，请在“不适用”处注明“不适用”。不完整的申请将不予审核；请参阅提
    交清单，以确保您的申请是完整的。

步骤3
请连同以下内容一起提交完整的申请表和声明表：
i）申请清单中所需的证明文件； 和
ii）每个奖励类别申请的不可退还手续费为：
    a) 销售额高达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用为 200 令吉； 或者
    b) 销售额超过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用为 400 令吉；
    c) 对于销售额高达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为 1,000 令吉，并在 SOBA 2021 晚
       宴上获得一个 CEO 席位； 或者
    d) 销售额超过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为 1,200 令吉，并在 SOBA 2021 晚宴上
       的 CEO 席位
可以通过在线转账到付款至以下银行账户：
银行帐户名称：STAR MEDIA GROUP BERHAD
银行帐号：3077462323
银行名称：大众银行有限公司
注意：付款后，请将交易单和/或银行单的副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soba@thestar.com.my。

步骤4
主办方必须在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 或之前收到申请。
申请者可以通过SOBA网站www.soba.com.my 在线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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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程序/获奖者的奖励和好处

评审程序

获奖者的奖励和好处所有获奖者将会获得：

1.Star Media Group平台中的免费广告空间*

顶级奖项

  白金奖得主：价值RM50,000的广告空间（印刷和在线）
  金奖得主：价值RM30,000的广告空间（印刷和在线）
  银奖获得者：价值RM20,000的广告空间（印刷和在线）

  杰出成就奖

  奖项得主：价值RM50,000的广告空间（印刷和在线）
  *注意：须符合条款与细则。免费的广告空间需缴纳6％的服务税。必须先缴付服务税才能激   

  活奖励配套。

2.带有SOBA徽标的《星报》中其他广告的优惠价格
3.在“颁奖之夜”获颁奖杯
4.在企业和A＆P附属品上使用SOBA徽标/会标
5.通过宣传提升曝光率（印刷和在线）
6.有机会参加能协助公司成长和发展的特别研讨会/讲座，也有机会在活动上发表演讲

所有参赛者将获得：
1. 荣誉证书

所有参赛者将获得：
1. 获得自我企业审查的机会，同时也能与更多企业展开交际，开拓业务范围
2. 提交SOBA 2021大奖申请表格后，可以免费获得为期1年的Star电子报纸的线上浏阅览。

评委将按照各奖项类别所规定的标准/准则，对所有申请者做出加权评分，以做出最终决定。

所有奖项都将由几组评委同时评审，但马来西亚年度最佳企业奖除外。年度最佳企业奖将由最后
一组评委进行评审。最后的评委小组将包括来自初始评审组的各一名代表。所有奖项的入围者将
于2022年1月14日被邀请以英语/国语/中文向最终评审团进行陈述。入围者将有5分钟的演讲时
间和5分钟的问答时间。

对于“最佳客户服务奖”，评审委员会将选出前5名公司供公众投票。公众可以通过SOBA微型网
站www.soba.com.my投票选出最佳客户服务提供商。“最佳客户服务奖”的获奖者将由 裁判和公
众投票。

“马来西亚年度最佳企业奖”将根据所参加的顶级奖项（“TOTC”）的前三 (3)分总分选出。 
为避免疑议，所有 9 个 TOTC 奖项中的参与者，只会考虑前 3 名的分数。

如果出现平局，最终评审团将决定获胜者，其中包括邀请 入围者前往Menara Star 以英语/中文
/国家语言向最终评审团呈现汇报与介绍，同时主办单位也将实地考察入围者相关企业公司，以
确定获胜者为市场上最佳典范，同时在大多数领域都有出色的业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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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

1.  申请者必须于2021年6月25日至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
   （提交期），通过SOBA微型网站（www.soba.com.my）在线填写“申请和声明表”
   （统称为“报名表”）。 在提交期限内提交不完整的报名表将被自动取消资格。 

2.  一旦发现参赛者在参赛表格中提供的任何信息具有欺诈成分或虚假，又或是在陈述
    内容中存在重大错误或遗漏，则该参赛者将自动被取消参赛资格。如获奖者也同样
    触犯以上错误，所授予的奖项也将自动撤销。
3.  评审拥有最终决定权。任何参赛者不得上诉，同时主办单位也不会受理任何上诉。
    参赛者也不得向主办单位控诉评审团的决定。
4.  参赛表格必须由参赛者的最高负责人签字授权。

5.  参与者可以提交不超过四（4）分钟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片段涉及所有领域，
    以显示参与者为何值得赢得SOBA。 该视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申请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的视频拥有独立、完整、明确和无争议的版权，并且此处
    提交的视频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版权、声誉和隐私。 对于因违 
    反上述任何保证而引起的任何纠纷，所有法律责任均由参加者绝对承担。 主办方对
    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6.  所有提交的参赛表格将不予退还，并归主办单位所有。

   （6A）除非本文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辅助费用均由参与者承担。

7.  主办单位保留在与SOBA和/或主办单位有关的所有出版物和宣传资料中，使用参赛者
    的非机密信息，以及参赛者/获奖者提供的徽标/品牌名称/商标的权利。
8.  根据本协议第14条中的规定，SOBA的合作伙伴和/或赞助商可以联系参赛者/获奖者
    以进行营销促销和活动。
9.  参加同一奖项类别的参赛者不得提交一（1）份以上的参赛表格。
10. 入围的参赛者将有可能获联系进行媒体采访。
11. SOBA的获奖者将在2022年2月举行的SOBA典礼之夜或主办方可能通知的任何其他日期
    宣布。
12. 如果因任何原因无法获得任何奖励/奖品，主办方有权用以任何其他具有相似价值的
    产品代替奖励/奖品。所有奖励/奖品都是不可转让、不可退款且不可兑换为现金或
    任何其他奖品。所有奖项/奖品均按照现状及原样送出。
13. 一旦提交参赛表格，代表着参赛者承认并同意，主办单位将不承担任何与获奖奖项
    和/或SOBA相关的所有保证和/或责任。对于因参加SOBA，兑换和/或使用奖励/奖品
    而导致的任何责任、伤害、损失、损坏、索赔或事故（包括人身伤害和/或死亡），
    参赛者应承担全部责任 。对于因参加SOBA和/或使用SOBA奖励或奖品而造成的任何
    形式的损失、事故、损坏、索赔或事故（包括人身伤害和/或死亡），主办方概不负
    责。

在提交参赛表格以参加 SOBA 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条款和条件，因为它们包含具约束力的法律
条款和义务，包括限制或排除了STAR MEDIA GROUP BERHAD (主办单位) 的责任。提交报名表格
后，即表示您理解并同意接受完整的条款和条件约束。如果您不遵守以下任何条款、条件和/或
SOBA提交包中规定的参赛要求，您的参赛作品将自动被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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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

14.  根据2010年《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下列为与参赛者有关的个人数据处理声  
     明及通知
     a）PDPA负责管理主办单位对参赛者个人数据的处理。本通知声明主要告知参赛者
        ，主办单位是作为处理相关个人数据的基础。
     b）目的：参赛者提交给SOBA的所有信息（包括个人数据）应属于主办单位，同时 
        参赛者不可撤回及无条件地同意并允许主办单位在无需另行通知及无需提供补
        偿金的情况下，使用、发布或展示参赛者的照片和/或图片（包括名称，以及关
        于SOBA的陈述或其任何相关事项），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主办方的任何出
        版物，网站和/或任何促销材料，作为与SOBA相关的公开宣传及广告，或用于任
        何其他相关目的。
     c）转供：主办单位将对参赛者的个人数据进行保密，但参赛者同意基于上述第14  
       （b）条所述的目的，同意并授权主办单位将相关个人数据转供或披露给以下马
        来西亚以内或以外的单位：
       （i）  其他对主办单位负有保密责任的合作伙伴或任何参与合作伙伴；
       （ii） 对主办单位负有保密责任的代理人或承包商、向主办单位提供与SOBA有
              关的管理、电信、数据处理或其他服务（例如但不限于专业顾问、客户 
              呼叫中心提供商、礼品兑换）中心或数据输入公司；
       （iii）对主办单位负有保密责任的任何会员；
       （iv） 任何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守则和/或准则的执法机构和/或监
              管机构和/或根据任何法律、规则、法规、守则和/或准则和/或任何主管
              法院对主办单位有约束力的执法机构和/或组织的命令，进行披露的个人
              或实体 /或监管机构。
     d）访问：参赛者有权请求访问并要求更正相关参赛者的个人数据。本协议中的任
        何内容均不限制PDPA规定的任何参赛者权利。
     e）浏览http://www.thestar.com.my/privacy/以查看主办单位的完整隐私政策。
        如果任何参赛者不希望从主办单位和/或其分支机构、合作伙伴和广告商那里收
        到有关产品、新闻更新、奖励和促销、特殊优惠和计划的最新信息，请致电
        03 – 7967 1388转分机 1857/ 1529。
15.  所有参赛说明以及与SOBA或此处未指定的奖项有关任何其他详细信息，应构成本条
     款和细则的一部分。
16.  主办方保留随时修改本条款和条件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修改后的条款和条件将
     被上载到www.soba.com.my。 强烈建议申请者定期访问SOBA网站，以确保申请者了
     解主办单位的任何修改。 修正案在SOBA网站上发布后，申请者继续使用SOBA网站
     和/或参与SOBA意味着参申请者同意接受修订后的这些条款的法律约束。
17.  如果SOBA超出主办单位合理控制范围的任何原因，而受到任何干扰或无法合理预期
     地进行，则在这种情况下，主办单位保留自行决定修改，在适当的情况下暂停、终
     止或取消SOBA，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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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

18.  尽管主办单位将尽合理的努力在SOBA网站和提交包中包含准确和最新的信息，但主  
     办单位不对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正确性、可靠性或其他方式做出任何保证或表示，
     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 对内容中的任何遗漏或错误（包括但不限于印刷错
     误和技术错误）负责。
19.  SOBA网站和提交包的使用和浏览均由参与者自行承担风险。主办单位与创建、制作
     或交付SOBA网站和提交包有关的单位，以及与主办单位有关联的任何冠名权赞助者
     、活动赞助者和第三方，均免责于任何直接、偶然或间接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者访问、使用或浏览SOBA网站及提交包，或从网站下载任何材料、数据、文本
     、图像、视频或音频而引起的惩罚性赔偿，或可能因此而导致其计算机设备感染病
     毒或造成任何财产损害。在不限制前述规定的前提下，SOBA网站和提交包上的所有
     内容均按“原样”提供给申请者，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
     性的默示保证、特定目的，或不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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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相关企业评估是基于其部门成就，以及在与每个组织相关的不同基本领域所取得的卓越表现。 
SOBA 进一步将每个 Top-of-the-Class 奖项分为两个子类别，即销售额为：-
·高达2500万令吉； 和
·超过2500万令吉。
因此，请在申请表中注明您是申请销售额为高达 2500 万令吉或超过 2500 万令吉的类别。

奖项类别和标准如下：

顶尖奖项

·最佳营销奖
此奖项将颁给给掌握如何运用有绩效、创新和创意营销策略来推广其产品和服务的本地企业。

·最佳品牌奖
此奖项将颁给已成功建立强大马来西亚品牌的本地企业，该品牌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和赞赏。

·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奖
此奖项将颁给对企业社会责任感强的本地企业。比方说，一家本地企业将其部分利润和其他资
源，用于满足社区的需求。

·最佳绿色倡议奖
此奖项将颁给表现出高度环保意识的本地企业，特别是在其生产设施和程序，拥有具体的环境
计划或举措，同时也属于相关企业愿景和使命的一部分。

·最佳雇主奖
人力资本是决定本地企业成功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为了表彰对人力资本表现出承诺的雇主，该
奖项将颁给那些将自己定位为工作领先组织的本地企业。

·最佳创新奖
此奖项将颁给具有创新理念、流程、产品和/或服务的本地企业，这些创新、理念、流程、产
品和/或服务为公司、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最佳技术应用奖
此奖项将颁给在业界中能最有效应用和集成技术，并以此在当今市场上占据优势的本地企业。

奖项将颁给擅长通过整体最佳客户服务做法和客户服务计划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本地企业。

奖项将颁给采用有效、创新和创意营销活动以推广其产品，并为客户提供最佳购物体验的当地
零售商。

·最佳客户服务奖

·最佳零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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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杰出成就奖

·新星奖
此奖项将颁给最佳新兴企业，该企业已显示出巨大潜力，可以在本地和/或国际市场上取得成
功。
争夺新星奖的企业将不会根据营业额分类进行评估。

·年度企业家奖（男/女/青年）
此奖项将颁给最杰出的企业家，他能以远见卓识、创新概念推动公司发展。参赛者应表现出典
范的管理和领导才能，在他/她领导下的当地企业取得令人钦佩和有利可图的往绩。
该奖项还将包括两个类似于顶级奖项的获奖类别，即企业家所领导的公司营业额高达2500万令
吉，另一类是企业家所领导的公司营业额超过2500万令吉。

·年度马来西亚企业奖
马来西亚年度最佳企业奖是 SOBA 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两个类别，即销售额高达 2500 万令吉
的企业和销售额超过 2500 万令吉的企业。
如上所述，年度马来西亚企业将根据企业参与的奖项的前三（3）个累积分数来确定。为避免
疑议，仅前三（3）个分数将被确定予以考虑。参与其他奖项将根据各自的奖项颁发。
如果出现平局,最终评审团将决定获胜者,其中包括邀请 入围者前往Menara Star 以英语/中文/
国家语言向最终评审团呈现汇报与介绍,同时主办单位也将实地考察入围者相关企业公司,以确
定获胜者为市场上最佳典范,同时在大多数领域都有出色的业绩记录。

C. 其他附属奖项
iv.特别认可奖/功勋奖
颁发给已展现潜力并值得特别认可的参赛单位的附属奖项。



16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最佳营销

指引方针
该奖项旨在表彰具创新概念、创造力和卓越表现的营销策略，以及该营销从概念到执行、计划
和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并推动业务成功。
需说明部分示例：

A.营销计划
·简要介绍营销活动/活动以推广您的产品/服务
·如何策划计划/活动，以实现业务目标

B.执行
·所使用的营销策略和技巧（包括实施计划、时间和预算管理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
·使用不同的媒体渠道来增强和优化营销计划，包括品牌推广、广告、商品销售、地面促销和
  活动等

C.结果和绩效
·营销策略如何改变业务运作并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符合目标和目的（例如投资回报率、销售增长、客户的积极反馈）显示可衡量的结果和计划
  结果
·促成计划/活动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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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品牌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颁发给已投资建设强大本地品牌，并受到公众重视和赞赏的本地企业。

需说明部分示例：

A.品牌/公司简介
·以100到200字概括您的品牌/公司概况，包括产品和服务、目标市场和运营活动等详细信息。

B.人气
·公众对您的品牌的了解程度，品牌网络的范围（区域、国家、全球）和知名度（例如，网点、
  广告和促销活动、网站流量）。
·包括传播计划、广告和促销活动在内的营销策略，如何提高品牌知名度。数据和量化措施的有
  效性（例如市场渗透率、增长方式）。
·品牌奖和提名。

C.客户认知
·了解客户所需的活动（例如市场研究、调查、客户洞察研究）
·满足客户需求并增强客户关系的计划（例如客户反馈、客户服务报告）

D.品牌差异化
·与竞争对手相比，凸显公司产品/服务的品牌独特性

E.创意与创新
·产品设计、包装、营销和传播方面的原创性

F.品牌效应持久度
·品牌的持久度，以及维持品牌可持续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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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旨在表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本地企业，包括分配其部分利润和其他资源以满足
社区需求。

需说明部分示例：

A.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影响
·公司的CSR政策和计划，及其对社区、员工和企业的积极影响

B.在企业社会责任中展示公司价值
·管理层致力于促进员工参与公司的CSR活动并强化CSR价值观
·通过各种沟通渠道（例如媒体、出版物、备忘录）向员工和公众传达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C.可持续发展
·为维持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并扩大对社区、员工和企业的积极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例如与其他  
  公司共同打造的合作伙伴关系，专属筹资策略）

D.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贵公司的CSR计划及其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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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雇主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将颁给获得总体最佳人力资本实践的本地企业，当中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力劳动条件和
为其雇员提供的卓越福利。

需说明部分示例：

1.薪酬
·与行业规范相比，公司所提供之薪酬、福利和奖励计划的优势。
·公司薪酬策略的原理和成功之处。

2.职业发展
·所实施的人才管理计划（例如职业发展计划、指导、培训）及其有效性。
·公司本身评估系统如何改善员工绩效。

3.学习与发展
·所实施的培训和发展政策计划，如何能够提供员工课程和其他曝光/经验，以提高本身的技能。  
  相关政策和计划与业务目标和员工的职业发展保持一致。
·分配给培训、学习和发展的资源（例如人力、技术），包括培训时间和预算。

4.福利
·确保和改善员工福利的政策（例如育儿设施、工作与生活平衡、健康和保健、保险计划）。

5.工作环境
·有助于改善工作环境的便利设施
·企业文化和管理层对促进工作环境和谐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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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创新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旨在表彰具有创新的构思概念、流程、产品和/或服务的本地企业，并通过相关创新协
助员工、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取得了成功。所谓创新是通过设计及应用方式，实践和技术
来呈现，而不是在于使用新工具或新技术。

需说明部分示例：

A.创新
·参与此奖项的创新是什么？请说明相关“创新”。
  -如果本身不是该创新概念的原始创造者，请说明创新的起源，以及对相关创新概念所做出
   的改变，包括该修改对您的企业/业务的帮助
  -创新可能涉及技术的使用
·创新对您企业的好处

B.影响
·迄今为止，创新的影响（例如，收入和利润的增加，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员工、股东、社
  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提高）
·如何衡量或评估影响？

C.创新的可持续性
·管理层促进、确保和/或增强这项创新可持续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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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绿色倡议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颁发给表现出高度环保意识的本地企业，特别是其生产设施和程序、特定环境计划或举
措，同时也属于该本地企业总体愿景和使命的一部分。

需说明部分示例：

1.环境效益
·讲解企业中的环保政策和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或包括以下任何一项或多项领域中，所产生 
  的影响或益处的量化证据：
  -能源
  -水
  -材料效率
  -减少浪费
  -回收
·如何提高资源效率并减少负面的环境影响。
·如何通过实施这些环境举措来增强企业竞争力。

2.管理层及员工的承诺
·由高层管理人员推动的环境举措示例。
·如何在不同级别的员工之间达成沟通和实施这些环境举措。

3.实践中的公司价值证明
·各种媒体（报告、网络、社区会议等）用于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公众交流环境倡议、目标、 
  指标、进展、政策和做法。
·说明公司如何能超越行业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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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技术应用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将颁给最有效利用和集成技术在其业务上的本地企业，同时以此在当今市场上占据优
势。该奖项表彰应用技术开发和/或数码传输，突破新领域或增强其当前产品和/或服务产品
的企业单位。

需说明部分示例：

A.承诺
·由高层管理人员推动的技术/数码计划
·与相关年份的收入相比，用于技术/数码计划的总费用

B.技术和/或数码媒体的创新使用
·利用技术/数码举措（例如改进的网站、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和创新技术解决方案）来 
  开发和增强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或利益相关者的体验

C.对业务的影响
·证明业务中的技术/数码计划取得了积极成果的证据
·参赛者应展示坚定的商业策略和创造潜力
·与这些计划相关的收入和/或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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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零售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奖项将颁给采用有效、创新和创意营销活动以推广其产品，并为客户提供最佳购物体验的当地
零售商。

需说明部分示例：

A.店铺设计
·展示商店设计如何在吸引客户的同时，塑造正面形象，同时提升品牌形象

B.店内体验
·演示商店内部计划如何为顾客提供最新的零售体验（包括商品销售、设施、氛围、“零售”
  和设计）
·卓越的服务水平，可带来卓越的客户购物体验

C.零售举措
·描述提高客户购物体验的零售计划（例如个性化服务、多种付款方式、分期付款方案、积分
  兑换、零售移动应用程序、生日奖励、商品交换和/或退货政策等）和独特性与您的竞争对
  手相比，

D.零售活动
·列出已成功开展的公司零售营销活动和/或广告活动（例如弹出式体验、忠诚度计划、推荐
  计划、产品试用、退款政策），对您的公司有积极影响
·展示广告系列如何成功提高公司的客户参与度、品牌和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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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客户服务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旨在表扬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表现出色，提供最佳总体客户服务实践和客户服务计
划，以提高客户忠诚度并与客户建立更深关系的本地企业或服务提供商。

需说明部分示例：

A.客户服务政策和惯例
·简要说明
  i） 贵公司如何在服务方面保持较高的客户满意度；和/或
  ii）与竞争对手或其他行业参与者相比，您在客户服务方面的政策和/或惯例及其独特性系
      统（包括服务和付款的客户等待时间），比如在处理诸如产品/服务的查询、交付 务、
      客户投诉、担保、退款和退货政策、队列管理、呼叫按钮、售后服务和维修、免费食品
      和饮料及其他设施。

B.客户反馈
·设置可供客户提供反馈的渠道，例如专门的响应团队/个人、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客户服
  务中心、呼叫中心、客户调查或反馈表
·简要说明为评估/衡量客户的满意度/反馈并响应此类反馈而制定的政策和程序
·提供证据来证明管理层对增强客户服务可持续性的承诺

C.对业务的影响
·提供有关贵公司的客户服务政策和实践相关服务，以及客户满意度提高的证据，例如客户保
  留率、推荐率、投诉数量、客户满意度等级或访问公司在线网站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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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奖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将颁给最佳新兴企业（运营少于3年），相关企业必须具具备成为本地和/或国际市场成
功企业的巨大潜力。

需说明部分示例：

A.商业模式
·叙述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或产品/服务，以及为什么相信它/它们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成功。
·呈现企业独特且具有竞争力的业务概念和/或策略，如何与竞争对手有所不同，并在市场上
  取得成功。

B.潜力
·业务计划（包括财务预测）以证明公司在收入和利润方面的潜在增长。

C.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如何维持/增强业务模型和/或其产品/服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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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企业家奖（男/女/青年）

Please include supporting documents where applicable.

指引方针
该奖项将颁给以远见、创新和战略推动公司发展的最杰出本地企业家。参赛者应该表现出出色
的管理水平，并且展现所领导的公司，其惊人表现和拥有潜力的业绩。

需说明部分示例：
在申请表C节中注明被提名人的姓名、职称和任职年份。

A.企业愿景
·描述您本身的愿景声明并解释其理由。
·说明业务目标和战略如何与愿景一致。

B.创业记录
·您的创业历程，包括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和障碍。
·您在业务/公司工作期间的成就和成功案例。

C.财务业绩
·通过以下方式，展示您企业的财务绩效：
  i.   股本回报率（即税后利润/股东资金）
  ii.  税前利润（PBT）
  iii. 增长率（最近3年的收入和PBT）
如有其他财务绩效指标，您认为有助于评审进行评估可提供（例如，市场份额、 与行业KPI的
比较）。

D.创新
·描述您如何创建业务模式，该模式在核心产品/服务的开发和实施中，如何展现出清晰而持
  久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您引入的新业务构想和策略及其对业务的影响。

E.领导
·管理团队的发展和结构，包括继任计划。
·您的管理风格。您如何管理业务环境中的变化和风险？

F.人力资本管理
·人力资源举措（例如激励、福利、招聘、保留、奖励、表彰员工）及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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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FORM

(To be completed by the highest ranking officer of the participating local enterprise)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RIC no.)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ddress) do solemnly and 
sincerely declare as follows:

● that I am t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esignation)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company and address) (“Company”) and am duly authorised to affirm this declaration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herein is true and correct.

● that the Company hereby agrees to abide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Star Outstanding Business 
   Awards as set forth.

●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or has not been blacklisted by any authority including Bank Negara.

● that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all relevant licences and approvals to run its operations.

● that the Company hereby gives its consent to the Organiser to use any non-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mpany’s logo and pictures in publications and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Star 
   Outstanding Business Awards.

● that the Company expressly grants its consent to The Star Outstanding Business Awards’ partners and/or 
   sponsors to contact them for marketing promotions and activities.

● that the Company or its representative as appropriate shall participate in The Star Outstanding Business 
   Awards related publicity/promotional events such as interviews, etc.

● that the Company shall accept the judges’ decision as final and acknowledge that no appeal will be allowed 
   and that both the Company and I shall not resort to legal proceedings to review the judges’ decision.

AND I MAKE THIS SOLEMN DECLARATION conscientiously believing the same to be true and by virtu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ory Declaration Act 1960.

Subscribed and solemnly  )
declared by the abovenamed  )
 
a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 the state of _______________ ) 
on this_____ day of ____20___ )
 

Company Stamp

.....................................................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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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清单

提交申请之前，请确保您已提供/随附了以下内容。 通过在相应的列中打勾（    ）来确认
每个事项已准备好：

No

1

2

3

事项

对奖项类别指南的回复（每个申请/类别最多 500 字，每页单面）

完整填写申请表格 

完整填写并签署声明表格

通过在线转账支付的不可退还的手续费：
a) 销售额高达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用为 200 令吉； 或者
b) 销售额超过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用为 400 令吉；
c) 对于销售额高达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为 1,000 令吉，并在 SOBA 2021
   晚宴上获得一个 CEO 席位； 或者
d) 销售额超过 2,500 万令吉的公司，提交费为 1,200 令吉，并在 SOBA 2021
   晚宴上的 CEO 席位

由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CCM”），公司秘书或法定董事批准的最新年度申报表副本

公司秘书或法定董事连续三（3）年核实的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真实副本
（“新星奖”的话，提交最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管理账户的真实副本）
(i)   经审计的财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
(ii)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损益表），
(iii) 权益变动表，
(iv)  现金流量表和
(v)   独立审计师报告。

一段不超过 4 分钟的视频剪辑，涵盖所有领域，说明申请人应该赢得相应奖项的原因。
但是，此视频剪辑不是强制性要求，而是补充提交表格的选项。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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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提交申请      ：2021年6月25日至2021年11月12日
参赛截止日期  ：2021年11月12日（延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7日)
SOBA LAB*   ：2021 年 7 月至 9 月
参赛作品评审  ：2022 年 1 月
颁奖典礼      ：2022 年 3 月

咨询
有关SOBA 2021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Star Media Group Berhad 
Menara Star
No. 15, Jalan 16/11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号码  :   03-7967 1388 ext 1857 / 1529 (Mon-Fri, 9am-5.30pm)
SOBA 热线 :   017-231 1789 
电邮      :   soba@thestar.com.my
网页      :   www.soba.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