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 即時發放 

致：港聞／教育／財經版 編輯／採訪主任 

2019 年 4 月 15 日 

第三屆恒大商業新聞獎頒獎典禮盛大舉行 

 頒發十大範疇獎項   表揚商業新聞專才 

 

為表揚及鼓勵優秀的商業新聞從業員，肯定他們對社會及業界的貢獻，香港恒

生大學（恒大）傳播學院今天（4 月 15 日）假恒大校園舉行第三屆恒大商業新

聞獎頒獎典禮，活動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擔任主禮嘉賓。得

獎者、評審委員、傳媒機構高層，以及來自政界、商界及學術界逾 400 名嘉賓

出席頒獎典禮，分享得獎者的喜悅，場面熱鬧。 

 

第三屆恒大商業新聞獎設有十大範疇獎項，涵蓋了商業與財經新聞各個領域，

今屆更增設「最佳大中華商業新聞報道獎」，吸引大中華地區記者踴躍參與。

今屆參賽作品超過 500 份，為歷年之冠。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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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波司長致辭時表示：「雖然我已經是第二次出席這個頒獎禮，但感覺好像

全新的一樣，因為這是香港恒生大學正名後首次舉辦的商業新聞獎頒獎禮。由

『恒管』轉為『恒大』，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當中意義深遠、得來不易。」

陳茂波司長又表示，香港賴以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是新聞自由：「有賴一群堅

守專業、有『Heart』、有能力的新聞工作者，無懼辛苦和壓力，做好新聞工作。

我衷心希望新聞界與學界可以共同攜手，培養更多優秀的商業新聞人才，推動

香港的經濟繁榮發展。」 

 

恒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致辭時，讚揚新聞從業員憑藉敏銳嘅新聞觸覺，

適時從浩瀚的資訊大海中抽取精華，向大眾報道可靠、實用嘅新聞。他說：

「今屆『恒大商業新聞獎』的作品數量乃歷屆之冠，優秀作品比比皆是，足以

證明傳媒界人才濟濟，他們的努力和貢獻毋庸置疑。期盼大家能繼續秉持專業

精神與熱忱，為社會發光發熱。」 

 

恒大校長何順文教授表示，學校一直大力支持傳播學院發展，多年來培育出不

少商業傳播人才。他認為，無論新聞傳播的形式或渠道怎樣改變，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大眾對高質素商業及財經訊息的需求始終如一。而大灣區發展預 

 



 

 

期會為業界帶來龐大的受眾以及機遇，他相信傳播學院同學未來的發展空間必

定更為廣闊。 

 

恒大協理副校長（傳訊及公共事務）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表示，「恒大商

業新聞獎」除了表揚優秀的商業及財經新聞從業員，藉此鼓勵更多媒體以及公

眾關注商業及財經報道，亦希望入圍的作品能夠成為傳媒同業，以及傳播學院

同學，具有價值的參考。」 

 

本年的得獎媒體包括：（排名不分先後）無綫電視、有線電視、Now TV、鳳凰

衛視、商業電台、香港電台、香港 01、iMoney 智富雜誌、信報財經月刊、今周

刊、明報、信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香港商報、中國日報。   

 

李潤茵（信報財經月刊）獲頒「年度商業新聞記者獎」，張凱程（無綫電視）

則獲頒「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獎」。其他獎項包括「最佳大中華商業新聞報

道獎」、「最佳商業新聞報道獎」、「最佳商業新聞系列報道獎」、「最佳房

地產新聞報道獎」、「最佳商業財經人物專訪獎」、「最佳經濟及金融政策新

聞報道獎」、「最佳商業科技新聞報道獎」以及「最佳商業新聞視覺設計獎」。 

 

恒大傳播學院第二屆學生作品展於頒獎禮當天同時舉行，展出恒大傳播學院學

生的優秀和得獎作品，包括新聞圖片、新聞短片及專題報道等。 

 

以下資料隨新聞稿附上： 

附件一：活動圖片 

附件二：得獎名單 

附件三：評審名單 

 

香港恒生大學簡介：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是一所非牟利、私立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大學。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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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約 5,000 名全日制學生。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大採用「博

雅 + 專業」教育模式，並配合 iGPS「期望畢業生特質」框架，把優質教學和學

生的全方位發展訂為最優先目標，矢志成為一所區內具領導地位並以博雅教育

為主導的私立大學。恒大配合優質的師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創新學位

課程、獲研究資助局資助具影響力的研究與優質的學生發展/支援服務，致力培

育年青人成為具明辨思維、創新、人文關懷、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人才。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簡介： 

恒大傳播學院自2011年起開辦全港第一個商業財經和新聞傳播結合的學士學位

課程，並相繼開辦「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學士學位課程，以培育新一代的傳

播科技專才。今年九月，傳播學院新開設的「策略傳播」碩士課程，訓練學生

以迎合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以及傳播面貌。 

傳播學院提供許多先進設備，包括：電視錄影廠、實驗電視廊、電台廣播錄音

室、廣播培訓中心、非線性影音剪接室、多媒體培訓中心和媒體及傳播實驗

室。學院擁有強大學術與教學團隊，營造緊密的師生關係，並且著重培育學生

語文能力、分析能力、創意思維和批判能力。學院也提供學生許多海內外實

習、交換生計劃和各種實地考察機會，以擴增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實務經驗。我

們深切期望學生畢業後能秉持終身學習的精神，成為社會優秀的專才。 

 

 

  

傳媒查詢： 

香港恒生大學 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周欣燕女士 

直線：3963 5413 

電郵：inezchau@hsu.edu.hk 

 
 

勞潔雲女士 

直線：3963 5012 

電郵：kwlo@hsu.edu.hk 



 

 

附件一： 

活動圖片： 

 

 
圖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肯定恒大商業

新聞獎對推動業界發展的貢獻。 

 

 
圖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頒發「年度新晉商

業新聞記者獎」予張凱程（無綫電視） 

 

圖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頒發「年度商業新聞

記者獎」予李潤茵（信報財經月刊） 

 
圖四：主禮嘉賓合照：(左起)恒大校長何順

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恒大校務委員會主

席鄭慕智及恒大協理副校長（傳訊及公共事

務）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 

 
圖五：得獎者、贊助者與恒大代表合照 

 
圖六：評審與恒大代表合照 

 
 

圖片下載：http://bit.ly/2K09gEx 

  

http://bit.ly/2K09gEx


 

 

附件二： 

第三屆恒大商業新聞獎 得獎名單 

A. 最佳商業

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環聯漏洞 林鄭信貸資料任睇 資料庫載 500

萬人信貸報告 虛構身分輕易通過核證》 

記者：陳浩謙、梁崇碧、羅霈潁 

媒體：明報 

銀獎 

《醫藥生物科技 港能成亞洲一哥？》 

記者：張以正、鄭淑芬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組 

金獎 

《神秘的 704 室？》 

記者：馮惠儀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誰碌了你的信用卡？》 

記者：楊量傑 

媒體：有線電視 

聲音組 

金獎 

《電子支付 百花齊放？》 

記者：林嘉瑜、吳沅琪、蕭洛汶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 

《解決「黃牛」 只能自救？》 

記者：高福慧、王磊 

媒體：香港電台 

B. 最佳商業

新聞系列報道

獎 

文字組 

金獎 

《港創科落後困局系列》 

記者：郭增龍、李卓穎、楊詩彤 

媒體：星島日報 

銀獎 

《新零售系列》 

記者：張以正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組 

金獎 

《毒奶十年》 

記者：徐文傑、林杰倫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紅磡站問題工程系列》 

記者：鄭佩珊、錢瑋琪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新加坡樓市系列》 

記者：關靜儀 

媒體：Now TV 

聲音組 

金獎 

《消費借貸陷阱剖析》 

記者：潘志謙 

媒體：商業電台 

銀獎 

《貿易戰陰霾下港商自保有法》 

記者：潘志謙 

媒體：商業電台 

  



 

 

C. 最佳大中

華商業新聞報

道獎 

文字組 

金獎 

《中國製造 2025 Backfire》 

記者：黃愛琴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財技玩盡頻撲水 海航遭大鱷瓜分》 

記者：許創彥、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郭文貴控 44億元海通 H股終極曝光 香港法院

頒令凍結 87 億元資產》 

記者：陳信熙、周偉強、慈美琳、勞顯亮、梁祖

饒 

媒體：香港 01 

銀獎 

《紅色刺客 舜宇光學揭密》 

記者：周岐原 

媒體：今周刊 

影像組 

金獎 

 

《深圳：明日矽谷》 

記者：陳頌妍、李燕芬、翁維愷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內地地產經紀仍推售被強拆惠州樓盤》 

記者：劉俊鈺 

媒體：Now TV 

聲音組 

金獎 

《黑龍江雪鄉「明碼實價」劏客》 

記者：林漢山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 

《改革開放 40 年：香港在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角

色》 

記者：文采揚、彭彥翰 

媒體：商業電台 

銀獎 

《透視港珠澳大橋潛在商機》 

記者：仇志榮 

媒體：香港電台 

D. 最佳房地

產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荷蘭直擊 安居新思維》 

記者：馮樂琳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細價樓爆煲 禍延三代》 

記者：鄭雲風、黃愛琴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大館重修》 

記者：曾曉婷 

媒體：無綫電視 

銀獎 

《記者再報告 香港高樓價下百態》 

記者：梁華 

媒體：鳳凰衛視 

  



 

 

E. 最佳商業

財經人物專訪

獎 

文字組 

金獎 

《專訪溢達楊敏賢 紡織大王低調第二代 全球最大

恤衫生產商》 

記者：鄭靜珊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杜琪峯金融海嘯損手拍成奪命金》 

記者：陳子凌、龍彩霞 

媒體：明報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林凱源：白手起家打造獨角獸》 

記者：胡雪曼 

媒體：鳳凰衛視 

銀獎 

《金融風暴又再來？》 

記者：黃立恒、任美貞、尤翠茵 

媒體：香港電台 

F. 最佳經濟及

金融政策新聞

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北韓資本主義實驗 外貿蓬勃錢主崛起》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新經濟股路向》 

記者：文嘉慧、曾美玲 

媒體：星島日報 

銀獎 

《港產快速支付系統誕生兩個月 FPS 驚嚇過後有

驚喜》 

記者：邱媛媛 

媒體：香港商報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環視大灣：廣佛同城》 

記者：李燕芬、張韻凝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究竟水清無魚定混水摸魚》 

記者：張靜文 

媒體：香港電台 

G. 最佳商業

科技新聞報道

獎 

文字組 

金獎 

《發達無捷徑！ ICO 疑非法集資》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智慧城市發展如火如荼 香港踏出新一步》 

記者：鄭淑芬、温藹紅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Coining a catastrophe bit by bit》 

記者：羅為騰 

媒體：中國日報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深圳：生科天堂》 

記者：李燕芬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黑客學院》 

記者：朱銘茵 

媒體：無綫電視 

  



 

 

H. 最佳商業

新聞視覺設計

獎 

 靜態 

《高鐵通港粵一小時生活圈》 

記者：陳國雄 

媒體：信報 

 動態 

《Fintech Jargon 系列》 

記者：陳家恩、周家誠 

媒體：蘋果日報 

I. 年度新晉商

業新聞記者獎 
  

記者：張凱程 

媒體：無綫電視  

J. 年度商業新

聞記者獎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附件三： 

第三屆恒大商業新聞獎 評審名單 

(排名按姓氏英文字母序) 

齊秀明女士 訊匯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總裁 

陳振英議員, JP 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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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伯添先生 香港記者協會操守委員會成員 

信報前執行總編輯 

陳柏楠先生 證券商協會主席 

實德金融集團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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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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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雲女士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副總監 

趙應春先生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主席特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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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澤華先生 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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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 香港恒生大學常務副校長 

傅景華博士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何富豪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管（對外事務） 

何汝祥醫生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2018-19 年度總監 

  



 

 

黃煜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許智文教授, MH 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 

凌羽一博士 香港市務學會前主席 

甘煥騰先生, BBS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關則輝先生, MH, JP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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