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即時發放  

致：港聞/教育/財經版  編輯/採訪主任 

2017 年 2 月 13 日 

 

恒管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隆重舉行  表揚傑出商業新聞從業員 

逾四百份參賽作品 頒發七大範疇共 29 獎項 

 

恒生管理學院（恒管）傳播學院舉辦首屆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於 2 月 13 日假

學院利國偉教學大樓演藝廳舉行隆重舉行，表揚及肯定優秀商業新聞從業員對社

會及業界的貢獻。獨立保險業監管局主席及恒生管理學院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

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大賽的評審委員成員、得獎者、恒管高層、以及來自政界、

商界、金融業、傳媒及學術界超過四百名貴賓出席典禮，祝賀得獎者，場面熱鬧。 

 

恒管商業新聞獎是恒管傳播學院首次舉辦的大型商業新聞比賽。有別於其它機構

舉辦的財經新聞獎，是一個全面的商業新聞作品選拔，涵括了商業與財經新聞的

各個領域，獎項包括最佳商業及企業新聞獎、最佳財經新聞獎、最佳房地產新聞

獎、最佳財經專題獎、最佳商業新聞版面設計、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以及年度

商業新聞記者，共七大範疇。 

 

是次參賽作品眾多，共逾四百多份，競爭激烈。四十二名來自不同界別及背景的

評審，就報道的影響力、新聞性、原創性及報道質素等多方面評分，選出得獎佳

作。 

 

主禮嘉賓鄭慕智博士致辭時表示：「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及良好社會環

境，而資訊流通更是促使香港成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全面的商業

財經報道，能幫助市民作出適當的商業及投資決定」。他讚揚新聞從業員努力發

掘新題材，為社會帶來寶貴資訊，值得全社會的認同及嘉許。 

 

恒管校長何順文教授表示：「恒管傳播學院為首間設立商業新聞獎的大專院校，

除積極推動培育傳播人才和提升新聞專業水平，亦對一直以來努力不懈、表現傑

出的新聞從業員予以高度讚賞和肯定。」他勉勵新聞從業員必須具備專業與博雅

素養，並要秉持新聞道德，繼續履行第四權的社會責任。 

 

恒管協理副校長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致辭時，讚揚本港媒體及新聞從業人員

一直肩負重大使命，不斷從多角度、迅速地報道與分析商業及財經消息。她感謝

傳媒界的踴躍參與，令恒管商業新聞獎得以順利舉行，亦感謝四十多位評審支持，

祝願所有參賽者能在新聞專業領域中繼續鴻圖大展，蒸蒸日上。 

 



 

 

 

以下資料隨本新聞稿付上： 

附件一：活動圖片 

附件二：得獎名單 

附件三：評審名單 

 

恒管商業新聞獎介紹：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準確而深入的商業財經報道有助各界緊貼相關現

況，從而作出適當決定。恒管傳播學院為首間設立恒管商業新聞獎的大專院校，

旨在表揚及鼓勵優秀的商業新聞從業員，肯定其對社會及業界的貢獻。本新聞獎

設有七大範疇獎項，涵括商業與財經新聞的各個領域，包括：最佳商業及企業新

聞獎、最佳財經新聞獎、最佳房地產新聞獎、最佳財經專題獎、最佳商業新聞版

面設計、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及年度商業新聞記者。 

恒管簡介： 

恒生管理學院（恒管，前身為恒生商學書院）於 2010 年改組成立，乃一所非牟

利自資、具大學水平的高等學府。恒管現有五個學院，包括商學院、傳播學院、

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翻譯學院。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管採

用獨特的「博雅 + 專業」教育模式，著重優質教學及學生的全人發展。矢志成為

一所優質具領導地位的私立大學，恒管配合優質的師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

創新學位課程、具影響力的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與優質的學生支援服務，致力

培育年青人成為具獨立思考、創新思維、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的人才。 

 

 

傳媒查詢： 

恒生管理學院 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李芷琪女士                            陳曼姿女士 

直線：3963 5067                        直線：3963 5005 

電郵：angellee@hsmc.edu.hk            電郵：chancatherine@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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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圖片 

  

圖一：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教授 圖二：主禮嘉賓鄭慕智博士 

  

圖三：恒管協理副校長（傳播及公共

事務）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 

圖四：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得主：

蔡曉澄（無綫電視） 

  

圖五：年度商業新聞記者得主：李子

繁（iMoney 智富雜誌） 

圖六：恒管商業新聞獎各得獎者、鄭

慕智博士（中）、何順文教授（右

一）、曹虹教授（左一）合照 



 

 

 

 

 

圖七：恒管商業新聞獎頒獎嘉賓、評

審、恒管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成員、

恒管管理層合照 

 

 

圖片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4IzpL2u2qFXeFNlb2dqUXM4TU0?usp=sh

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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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5/16 恒管商業新聞獎 得獎名單 

 

最佳商業及企業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 

記者：李子繁（iMoney 智富雜誌）   

作品：內地文化產業變天  傳統影音網上覓商機 

 

銀獎： 

記者：尉奕陽（明報） 

作品：【金融科技系列】Blockchain 技術開闢交易新時代 

 

電視新聞組 

金獎： 

記者：黃靜鳴（NowTV） 

作品：【中國你懂的】內地電影票房變投資工具   

 

銀獎： 

記者：丘紫薇（有線電視） 

作品：【接通全球】李小加專訪 HKEX PLAN 

 

電台新聞組 

金獎： 

記者：林家萍（香港電台） 

作品：【營商誘導】教育中心積分吸客暗藏風險 

 

銀獎： 

記者：朱錫君（香港電台） 

作品：【版權法爭議】 網民憂分享翻唱墮法網 

 

最佳財經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 

記者：尉奕陽（明報） 

作品：【金融科技系列】Blockchain 技術開闢交易新時代 

 



 

 

 

銀獎： 

記者：莊海源、王理琪（香港商報） 

作品：中資湧港全方位布局  10 年後參與度超華資 

 

電視新聞組 

金獎： 

記者：周少芳、朱銘茵（無綫電視） 

作品：金融科技 Fintech: Fintech 生活 

 

銀獎： 

記者：黃栩源（Now TV） 

作品：非接觸式信用卡或外洩私隱 

 

電台新聞組 

金獎： 

記者：崔蔚恩（香港電台） 

作品：【營商誘導】餐前減肥丸稱隔油 成效存疑有風險 

 

銀獎： 

記者：洪艾爾（商業電台） 

作品：【基金互通系列】兩地捕捉互認商機 

 

最佳房地產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 

記者：鄭達偉（香港商報） 

作品：蚊型上車盤 仲慘過坐監 

 

銀獎： 

記者：鍾綺敏、余敏欽（香港經濟日報） 

作品：【投地新形勢系列】中資湧港 10 財團 5 年 422 億吸地 涉逾萬伙陸續登

場 定價受考驗 

 

電視新聞組 （本組別共有兩個銀獎） 

金獎： 

記者：鄭朗澄、郭伊妮、李小慧、胡國威（有線電視） 

作品：【樓盤傳真】逆市下細單位受壓最深 

 



 

 

 

銀獎： 

記者：吳宛盈（有線電視） 

作品：柏傲山將電梯大堂納入銷售面積 

 

銀獎： 

記者：胡國威（有線電視） 

作品：新地峻巒 120%按揭 

 

電台新聞組 

金獎： 

記者：張詩民（香港電台） 

作品：【樓市下行】建築費貴 

 

銀獎： 

記者：方嘉莉（香港電台） 

作品：上市公司專訪：泓富產業信託行政總裁黃麗虹 

 

最佳財經專題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 

記者：李子繁（iMoney 智富雜誌） 

作品：工業 4.0 開啟機械人黃金時代 

 

銀獎： 

記者：李澄欣、李潤茵（信報財經月刊） 

作品：【40 歲退休投資方程式】提早退休無憂 財務自由三秘訣 

 

電視新聞組 

金獎： 

記者：朱銘茵（無綫電視） 

作品：【財經透視】時裝就是精英制 

 

銀獎： 

記者：劉雅文（無綫電視） 

作品：【英國脫歐公投系列 】憂營商環境轉差  華商反對英國脫歐 

 

  



 

 

 

 

電台新聞組 

金獎： 

記者：李意琴（香港電台） 

作品：【英國脫歐公投】 有危有機 

 

銀獎： 

記者：洪艾爾（商業電台） 

作品：【基金互通系列】兩地捕捉互認商機 

 

最佳商業新聞版面設計 

金獎： 

得獎者：陳永裕（iMoney 智富雜誌） 

作品：市況波動 防守資產大檢閱 

 

銀獎： 

得獎者：陳永裕（iMoney 智富雜誌） 

作品：走進「核」心內圍 觀中廣核的危與機 

 

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 

記者：蔡曉澄（無綫電視） 

參賽作品： 

‧【財經透視】A 股災後一月︰散戶面面觀 

‧【財經透視】銀行業績 2015 

‧【財經透視】虛擬實境 

 

年度商業新聞記者 

記者：李子繁（iMoney 智富雜誌） 

作品： 

‧財金巨人布陣 投資 6 大啟示（專訪安倍軍師濱田宏一） 

‧工業 4.0 開啟機械人黃金時代 

‧中國矽谷趨勢報告 騰訊未升完 3 大科網股看漲 

 

 

 

 

 

 



 

 

 

 

附件三 

2015/16 恒管商業新聞獎 評審名單 

(排名按姓氏英文字母序) 

 

陳家豪先生  雲端與流動運算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陳立志先生  資深新聞工作者 

陳韜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及新聞傳播學榮休教授 

曾淵滄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特約教授 

歐曾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張志剛先生  Now News 新聞及財經資訊首席副總裁 

張華峰議員  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 

張華強博士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當然顧問 

趙應春先生  香港有線新聞有限公司及香港有線體育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鍾天祥先生  明報前總編輯 

方梓勳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常務副校長及翻譯學院院長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及教授 

哈永安先生  亞洲國際博覽館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何翠萍女士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助理總監 

許溢宏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副校長（學術及研究） 

甘煥騰先生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丘培煥女士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會長 

關焯照教授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關則輝先生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顧問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助理董事 

劉進圖先生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 

李鴻斌先生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董事 

李仕權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總裁 

李月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梁家榮先生  香港電台廣播處長 

林宣武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陸觀豪先生  恒生管理學院校董會成員 

馬文敬先生  香港電台前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 

麥炳良先生  香港經濟日報社長 

吳天海先生  香港總商會主席 

吳宏斌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 

寶星首飾廠有限公司董事 

 



 

 

 

 

彭沛然先生  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營運官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前創業板助理總監 

邵家輝議員  立法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 

蕭世和先生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社長 

蘇鑰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及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 

湯錦標先生  英文虎報總編輯 

曾立基先生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顧問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主席 

謝順禮先生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主席 

黃金鳳女士  香港電台新聞總監 

黃山先生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楊書健先生  安泓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總監 

張潔平女士  端傳媒執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