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 即時發放 

致：港聞／教育／財經版 編輯／採訪主任 

2020 年 5 月 4 日 

第四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獎結果公布 

表揚傑出商業新聞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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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公布第四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

獎名單。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活動錄製短片，向得獎者道賀，

他形容每一份得獎作品都是得獎者的心血結晶，獲獎是實至名歸。 

由恒大傳播學院主辦的第四屆「恒大商業新聞獎」設有九大範疇獎項，涵蓋商

業與財經新聞各個領域。今屆參賽作品超過 500 份，近 300 名新聞從業員報名

參加，70 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評審，就作品的新聞價值及影響力、報道及寫

作技巧、原創及獨家、報道質素、分析能力及視覺表達等多方面評分，選出得

獎佳作。 

陳茂波司長說：「大家正在見證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這對於記者，特別是

負責經濟及商業新聞的記者來說，可以說是極具挑戰，也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正如新聞行內常說的：『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大家今天所做的每篇

報道，都會為社會紀錄一段段重要的時刻。」陳茂波司長又指出，要做出一份

好的新聞作品從來都不容易，除了要內容準確持平外，更需要每位記者專業用

心，努力不懈地發掘新角度、新視野，才能為觀眾讀者帶來更深入、更具啟發

性的思考。 

恒大校長何順文教授表示，恒大商業新聞獎邁進第四屆，希望藉活動鼓勵商業

新聞從業員發掘創新題材、傳送優質的商業新聞報道，為本港社會及經濟發展

提供更多具參考價值的資訊。何校長說，今年適逢恒大建校四十周年，校慶主

題為「承傳博雅、啟迪專業」，他深信恒大傳播學院一直持守這份精神，積極

與業界聯繫，成為師生與業界之間的橋樑，裝備學生成為未來傳媒界的中流砥

柱，為社會作更深遠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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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商業

新聞獎反應熱烈，500 多份參賽作品水準卓越，當中獲得眾多專業評審認同的

得獎作品更能向社會大眾展現何謂專業、優質、啟發思考的商業新聞。她期望

活動繼續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引起大家的討論和反思，以推動業界及教育界

的發展與進步，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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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報、星島日報、蘋果日報、南華早報、香港經濟日報、文匯報、香港商報、中

國日報。 

姚曼儀（南華早報）獲頒「年度商業新聞記者獎」，趙桐曲（香港商報）則獲

頒「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獎」。其他獎項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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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圖片： 

 
圖一：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於 5 月 4 日公布第四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

獎名單。請瀏覽網頁：https://bjawards.hsu.edu.hk 

 

 
圖二：恒大傳播學院投資過千萬港幣先進教學設備，如電視錄影廠、電台廣

播錄音室等，訓練同學實務技能。 

 

圖片下載：https://bit.ly/2KG4v0s 

 

 

 

https://bjawards.hs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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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隨新聞稿附上 

附件一：得獎名單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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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约 5,800 名全日制學生。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大採用獨

特的「博雅 + 專業」教育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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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立大學，恒大以本科教育為主，配合優質的

師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創新學位課程、住宿式書院制度結合生活與學

習、互動小班教學、緊密師生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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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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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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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解扣稅三寶全餐》 

記者：葉卓偉、楊子瑩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保險不姓保】內地客買投連險中伏 30 分鐘投保

2,000 萬 3 年輸清光》 

記者：陳洛嘉 

媒體：蘋果日報 

銀獎 

“Villages that help spin an industry” 
記者：周沫 

媒體：中國日報 

影像組 

金獎 

《他們的榮譽學位》 

記者：楊量傑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大火後三年迷你倉仍有隱患》 

記者：王靖媛 

媒體：有線電視 

聲音組 

金獎 

《外賣送餐程式：價落誰家?》 

記者：陳曉樂、林嘉瑜、吳沅琪、蕭洛汶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 

《民間籌建新春熟食墟市 地區經濟成創業試煉場》 

記者：羅煒皓 

媒體：香港電台 

B. 最佳商業

新聞系列報

道獎 

文字組 

金獎 

《趨勢報告：港商走出去系列》 

記者：柯慧琳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水署億元工程 未招標批潘樂陶公司》 

記者：陳浩謙、梁崇碧、羅霈潁 

媒體：明報 

銀獎 

《大橋一周年經濟檢閱系列》 

記者：陳琬蓉、郭增龍、林紫晴、李卓穎 

媒體：星島日報 

銀獎 

《工業 4.0 救港之系列》 

記者：殷考玲 

媒體：文匯報 

影像組 

金獎 

《「一手樓高回贈亂象」系列》 

記者：陳信熙、周偉強、朱潔玲、慈美琳、 

蕭堃桁、王海圖 

媒體：香港 01 

銀獎 

《貿易戰火企業「出走」系列》 

記者：黃思行 

媒體：Now TV 



 

 

  

B. 最佳商業

新聞系列報

道獎 

聲音組 

金獎 

《探索大灣區：廣州機遇系列報道》 

記者：陳尚宗 

媒體：商業電台 

銀獎 

《大灣區系列：一河之隔 機遇處處》 

記者：李柔堃 

媒體：商業電台 

C. 最佳房地

產新聞報道

獎 

文字組 

金獎 

《港人投資大灣區劏舖爛尾實錄》 

記者：鄭靜珊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共居空間漸盛行 會否步共享工作間後塵？》 

記者：陳詠妍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大馬男丁套丁調查報道》 

記者：陳潤南、周偉強、梁祖饒、岑卓熹、 

蕭文學 

媒體：香港 01 

銀獎 

《AVA228 起居空間僅 60 呎》 

記者：葉兆安 

媒體：有線電視 

D. 最佳商業

財經人物專

訪獎 

文字組 

金獎 

《土地房策專家黃遠輝 全自動退休理財法》 

記者：馮樂琳、葉卓偉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專訪阿里巴巴張勇 5 年內中國消費 10 萬億》 

記者：張以正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理財有方二代啟示錄系列：守業？創業？》 

記者：鄧嘉蔚 

媒體：Now TV 

銀獎 

《合作遇阻？馬財長證中馬關係向好》 

記者：胡小童 

媒體：鳳凰衛視 

 
 
 
 
 
 
E. 最佳經濟

及金融政策

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丁權覆核案拆局 原居民「輸粒糖贏間廠」 政府脫

緊箍咒》 

記者：張嘉敏、王潔恩 

媒體：香港 01 

銀獎 

《自願醫保專題》 

記者：文顥宗 

媒體：香港 01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環視大灣：世界灣區》 

記者：李燕芬 

媒體：有線電視 

銀獎 

“Pearl Magazine: Go Greener” 
記者：Douglas George 

媒體：無綫電視 



 

I. 年度新晉商

業新聞記者獎 
  

記者：趙桐曲 

媒體：香港商報 

J. 年度商業新

聞記者獎 
  

記者：姚曼儀 

媒體：南華早報  

  

F. 最佳商業科

技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Smart mobility’ needs data-sharing ecosystem” 
記者：陳偉傑 

媒體：中國日報 

銀獎 

《別誇大 5G！技術盲點可肇禍》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China’s car parking problem spawns start-ups with 
big money backers as AI dominance grows” 
記者：任偉、司徒玉儀 

媒體：南華早報 

影 像 及

聲音組 

金獎 

《潮玩科技：黑客專屬馬拉松》 

記者：黃靜妍 

媒體：Now TV 

銀獎 

《押注「雲工廠」 廣東工業 4.0 能靠它嗎？》 

記者：張韻凝 

媒體：有線電視 

G. 最佳商業新

聞視覺設計獎 

靜態 

《植物肉顛「腹」想像 可持續飲食新趨勢》 

記者：周宇銀、姚蔚真 

媒體：香港經濟日報 

動態 

《他們的榮譽學位》 

記者：楊量傑 

媒體：有線電視 



 

 

附件二： 

第四屆恒大商業新聞獎 評審名單 

(排名按姓氏英文字母序) 

齊秀明女士 騰躍資本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陳振英議員, JP 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陳家豪先生 雲端與技術流動運算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陳錦強先生 明報總編輯 

陳韜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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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裕光博士 香港市務學會榮譽主席 

巢國明先生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鄭鶴明先生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2019-20 年度地區總監 

鄭大昭教授工程師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馮堯敬 — 永亨銀行工商管理教授 

張志剛先生 電訊盈科新聞及財經資訊首席副總裁 

張秀雲女士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副總監 

張華峰議員, SBS, JP 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 

戚本業先生 香港 01 有限公司執行總編緝 

莊偉茵女士, JP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企業發展總裁 

方梓勳教授, MH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院長及教授 

馮德雄先生 香港有線新聞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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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海波先生 鳳凰衛視中文台副台長，總編室主任，電影台台長 

黃嘉純先生, SBS, JP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中心主席 

黃煜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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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 — 集團傳訊及投資者關係 

賴櫻華女士 金銀業貿易場企業傳訊總監 

林家禮博士, BBS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主席 

林子豪先生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

管 

劉志權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及專業應用教授 

劉頌陽先生 明報副執行總編輯 

羅偉光先生 蘋果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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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斌先生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董事局成員 

梁嘉麗女士,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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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立法會主席 

李志堅先生 香港 01 有限公司視頻營運總監 

李大宏先生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 

梁國浩先生 香港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 

林宣武先生, GBS, JP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廖於勤先生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 

盧覺麟先生 am730 社長 

陸觀豪先生, BBS, JP 香港恒生大學校董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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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錦華先生 香港稅務學會副會長 

伍淑嫻女士 鳳凰衛視香港台執行台長 

伍穎聰先生 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副會長 

蕭世和先生, BBS, JP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 社長 

蘇增慰先生 香港零售科技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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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如女士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主席 

鄭尚任先生 南華早報財經版總編輯 

鄧聲興博士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鄧傳鏘先生 信報財經月刊總編輯 

湯熾忠先生 消費者委員會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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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世明先生 香港經濟日報總編輯 

黃金鳳女士 香港電台中文新聞及時事總監 

王美琪女士 恒生銀行傳訊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 

黃山先生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黃元山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學院客席副教授 

楊松坤先生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企業事務總經理 

楊健興先生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楊玉珍女士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總經理 

葉中賢博士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容永祺先生, SBS, MH, JP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