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即時發放 

致：港聞/教育/財經版  編輯/採訪主任 

2018 年 4 月 18 日 

 

2017 恒管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隆重舉行   

頒發九大範疇獎項 表揚新聞界精英 

 

為表揚傑出的新聞從業員及提升新聞專業水平，恒生管理學院（恒管）傳播學院去

年成功舉辦首屆「恒管商業新聞獎」。第二屆「2017 恒管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今

天（4 月 18 日）於恒管校園隆重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得

獎者、大賽評審委員、傳媒機構高層，以及政界、商界、學術界逾 400 名貴賓出席

典禮，分享得獎者的喜悅與榮耀，冠蓋雲集。 

2017 恒管商業新聞獎設有九大範疇獎項，涵蓋了商業與財經新聞各個領域，包括

「最佳商業新聞獎」、「最佳房地產新聞獎」、「最佳商業財經人物專訪獎」、「最佳經

濟及金融政策報道獎」、「最佳商業科技新聞獎」、「最佳商業專題系列報道獎」、「最

佳商業新聞視覺設計」、「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以及「年度商業新聞記者」。今

屆收到逾 300 份參賽作品，競爭激烈。67 位名來自不同界別的評審，就作品的新

聞價值及影響力、報道質素、報道技巧、分析能力及視覺表達等多方面評分，選出

得獎佳作。 

本年度共頒發 33 個獎項，得獎媒體包括：（排名不分先後）無綫電視、有線電視、

Now TV、商業電台、香港電台、鳳凰衛視、香港 01、iMoney 智富雜誌、信報財經

月刊、今周刊、明報、星島日報、香港商報、中國日報。 

謝克迪（iMoney 智富雜誌）及周岐原（今周刊）獲頒「年度商業新聞記者」，「年

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由蔡璿驩（iMoney 智富雜誌）奪得。以上三個獎項由主禮

嘉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頒發。 

陳茂波司長致辭時表示：「專業持平、客觀可靠的深入分析報道永遠有市場，深入

全面的新聞報道能夠引起大眾的討論與反思，以致推動社會的改變與進步，對政府

施政和政策的制定有相當大的影響及積極的作用。感謝新聞工作者一直努力不懈

謹守崗位，為市民提供準確而快速的資訊。」他祝賀恒管商業新聞獎各位得獎者，

亦感謝恒生管理學院舉辦此意義非凡的活動，寄語業界更加精益求精，為香港創造

更多高水平的商業新聞。 

恒管校董會主席李慧敏女士致辭說，商業新聞從業者走在市場最前線，能及時提供

環球市場及金融信息對投資決策至為關鍵，恒管商業新聞獎正是為了表掦他們對

香港商業發展的貢獻而設。恒管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讚揚新聞從業員在商



 

 

 

業資訊瞬息萬變的時代，作出不懈的努力，將海量經濟信息通過不同平台發放，發

揮最大的傳播效力。 

校長何順文教授感謝各界對恒管商業新聞獎的鼎力支持，勉勵恒管培育的新聞人

才堅守新聞道德操守。協理副校長（傳訊及公共事務）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致

辭時說，恒管矢志建立一個以商業為基礎，融入新聞與傳播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

期望透過舉辦恒管商業新聞獎，凸顯財經新聞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學界與業界積

極培養更多優秀的商業新聞人才。她感謝所有嘉賓蒞臨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並恭

賀所有得獎的記者與媒體。 

以下資料隨本新聞稿附上： 

附件一：活動圖片 

附件二：得獎名單 

附件三：評審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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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致辭時

表示 

圖二：陳茂波司長頒發「年度新晉商

業新聞記者」予蔡璿驩（iMoney 智富

雜誌） 

  

圖三：陳茂波司長頒發「年度商業新

聞記者」予謝克迪（iMoney 智富雜

誌）（左一）及周岐原（今周刊）（右

一） 

圖四：得獎者與李慧敏女士、鄭慕智

博士、何順文教授、曹虹教授合照及

其他恒管代表合照 

 

 

圖五：恒管商業新聞獎頒獎嘉賓、評

審與恒管代表合照 

 

 

圖片下載：https://goo.gl/fxj5mU 

  

https://goo.gl/fxj5mU


 

 

 

附件二： 

2017 恒管商業新聞獎 得獎名單 

 

最佳商業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電競玩出 50 億商機》 

記者：蔡璿驩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年金熱潮 出擊享退休》 

記者：葉卓偉、伍詠詩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新聞刺針 — 直擊公屋裝修承辦商不良商業手法》 

記者：梁昊賢、梁可瑩、莫志樑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Money Magazine: Road to Myanmar” 

記者：陳瑞軒 

媒體：無綫電視 

 

最佳房地產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一約多伙 170 億掃千單位 加辣後統計 佔整體新盤成交額 26%》 

記者：林可為、林尚民 

媒體：明報 

 

銀獎── “Homeowners locked into upkeep contracts” 

記者：余伊茹 

媒體：中國日報 

 

銀獎──《寮屋癲價逾百萬 違規頂讓猖獗》 

記者：郭增龍、王東亮 

媒體：星島日報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Money Magazine: Scam” 

記者：簡淑儀 

媒體：無綫電視 

 

銀獎──《財經透視 — 樓市五年 越升越辣》 

記者：許健星、黃子慢 

媒體：無綫電視 

 

最佳商業財經人物專訪獎 

文字組 

金獎──《住木屋的 78 億 CEO  GOGOVAN 獅子山下新篇章》 

記者：蔡璿驩、鍾耀恆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窮小子闖韓 變出逾億王國》 

記者：伍寶賢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陳展程：令世界更開心的事業》 

記者：胡雪曼 

媒體：鳳凰衛視 

 

銀獎──《李松：揭秘相親中最受歡迎的男女》 

記者：胡雪曼 

媒體：鳳凰衛視 

 

最佳經濟及金融政策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鐵道上的真與假 直擊一帶一路政策推出 4 年最新實況》 

記者：陳弘岱、周岐原 

媒體：今周刊 

 

銀獎──《【監管風暴】證監戰「邪惡集團」 梁定邦︰犯罪代價一定要提高》 

記者：黃捷、余秉峰 

媒體：香港 01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一帶一路融資篇》 

記者：梁芊祐 

媒體：Now TV 

 

銀獎──《星港 Uber 大不同》 

記者：雷子健 

媒體：商業電台 

 

銀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文件料 2018 年首季公布 港資企業憂遷離》 

記者：林漢山 

媒體：香港電台 

 

最佳商業科技新聞獎 

文字組 

金獎──《Cash is not King 手機支付潮流席捲全球》 

記者：許創彥、黃愛琴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人臉識別錢途大 3600%年增長 — 專訪超級獨角獸 Sensetime》 

記者：許創彥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創科導航：無人店》 

記者：李明娜 

媒體：無綫電視 

 

銀獎──《創科導航：以太幣》 

記者：簡永信 

媒體：無綫電視 

 

最佳商業專題系列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共宅狂潮》 

記者：林尚民、謝穎怡 

媒體：明報 

 



 

 

 

銀獎──《走近大灣區》 

記者：李穎 

媒體：香港商報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財經透視：數碼競爭力系列（新加坡、深圳、香港）》 

記者：周少芳、朱銘茵 

媒體：無綫電視 

 

銀獎──《港鐵出走歐洲，輸出香港經驗》 

記者：徐梓傑 

媒體：有線電視 

 

最佳商業新聞視覺設計 

靜態組 

金獎──《鐵道上的真與假 直擊一帶一路政策推出 4 年最新實況》 

記者：陳弘岱、周岐原 

媒體：今周刊 

 

動態組 

金獎──《新聞刺針 - 揭發屋苑管理中不當的商業行為系列》 

記者：楊量傑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Cryptocurrencies” 

記者：阮嘉丰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誰偷了我的泊車位》 

記者：陳潤南、蕭堃桁、美術組 

媒體：香港 01 

 

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 

記者：蔡璿驩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參賽作品： 

• 美國直擊迪士尼 科技魔法新高峰 

• 電競玩出 50 億商機 

• 攻搶 3 年 小米市佔第二 靠「印度米粉」突圍 



 

 

 

 

年度商業新聞記者 

記者：謝克迪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參賽作品： 

• 中國製造業的下一步 

• 數字貨幣 下一代貨幣？ 

• 口講無憑？幫特朗普政策計數 

 

記者：周岐原 

媒體：今周刊 

參賽作品： 

• 中國掀起最狂購併潮 台灣與世界如何接招 

• 鐵道上的真與假 直擊一帶一路政策推出 4 年最新實況 

• 勝率近 7 成！四大禿鷹頻狙擊港股 

 

 

 

 

 

 

 

 

 

 

 

 

 

 

 

 

 

 

 

 

 

 

  



 

 

 

附件三 

恒管商業新聞獎 2017 評審名單 

 

(排名按姓氏英文字母序) 

陳振英議員 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陳鳳翔博士 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課程協理主任、商學院客座教授 

陳家豪先生 雲端與流動運算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陳國建先生 無綫新聞財經新聞主任 

陳淑薇女士, BBS, JP 新聞教育基金副主席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主席特別顧問 

陳永陸先生 著名財經節目主持人 

曾淵滄博士,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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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國明先生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張志剛先生 Now News 新聞及財經資訊首席副總裁 

章健華女士 消費者委員會公共事務部首席主任 

張華峰議員, SBS, JP 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 

張華強博士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榮譽會長 

趙應春教授 香港有線新聞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蔡敏女士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總監 

莊太量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莊偉茵女士, JP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企業發展總裁 

 

 

朱曼鈴女士, JP   政府新聞處處長 

鍾志平博士, GBS, BBS, JP 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 

方梓勳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常務副校長 

傅景華博士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馮興宏先生, SBS 國際扶輪社 3450 地區 2017-18 年度總監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黃煜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內地事務）兼傳理學院院長 

許華傑先生, MH, JP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 

凌羽一博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 

甘煥騰先生, BBS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丘培煥女士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會長 

關焯照博士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關則輝先生, MH, JP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顧問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 – 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 

林健鋒議員, GBS, JP 立法會議員（商界（第一）） 

林旭華先生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對外事務部總經理 

劉進圖先生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 

劉頌陽先生 明報助理執行總編輯 

羅偉光先生 蘋果日報總編輯 

李鴻斌先生 香港證劵及投資學會董事局成員 

李立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及教授 

李仕權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總裁 

梁嘉麗女士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 

梁家榮先生, JP 香港電台廣播處長 

梁繼昌議員 立法會議員（會計界） 

梁君彥議員, GBS, SBS, JP 立法會主席 

李志堅先生 資深傳媒人 

 亞洲文創行者協會創辦人 

林宣武先生, SBS, JP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盧覺麟先生 am730 媒體有限公司社長 

陸觀豪先生, BBS, JP 恒生管理學院校董會成員 

  



 

 

 

馬文敬先生 資深新聞工作者 

 香港電台前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 

伍淑嫻女士 鳳凰衛視香港台執行台長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寶星首飾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彭韻僖女士, MH, JP 

 

香港報業評議會主席 

蕭世和先生, BBS, JP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 社長 

蘇偉基先生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總經理 – 企業策劃及

業務發展 

蘇鑰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 新聞與傳

播學院教授 

孫佩儀女士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總裁 

施清彬博士 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副總編輯 

譚仲豪先生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 

譚衛兒女士 南華早報總編輯 

曾立基先生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顧問 

 縱橫公共關係集團主席 

謝順禮先生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主席 

尹思哲先生 信報財經新聞科技編輯 

黃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黃金鳳女士 香港電台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 

黃山先生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黃元山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楊松坤先生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企業事務總監 

楊玉珍小姐 港燈公共事務總經理 

葉澤恩先生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 

周立先生 中國日報社編委，亞太分社社長兼總編輯 

(共 67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