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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8 日 

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獎結果公布 

表揚傑出商業新聞專才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傳播學院今天（4月 28日）公布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

獎」得獎名單。本屆超過 300位新聞從業員報名競逐九大範疇獎項類別，涵蓋

商業、房地產、經濟及金融新聞等各個領域。超過 50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評

審在超過 400份參賽作品中，就其新聞價值、影響力、原創性、獨家性、報導

質素、寫作技巧、分析能力及視覺表達等多方面評審準則，選出得獎佳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作為國家的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市場和產業能夠持續充滿活力地發展，商業新聞是不可或缺的積極力

量。不論是發現新的變化、新的機遇，還是關注弱點或預警風險，具質素的商

業新聞推動着經濟和市場朝著更活潑健康的方向發展。「過去幾年，我都有參

與恒大傳播學院舉辦的『恒大商業新聞獎』，見證着新一批得奬作品和得奬記

者朋友，也見證着香港經濟、金融及商業市場的不斷發展。我很高興可以在此

為各位得獎傳媒朋友送上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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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社會各

界過去六年一直支持「恒大商業新聞獎」，樂見參賽作品保持一貫的深度、廣

度與高度，充分展現一眾新聞從業員的堅毅意志、專業精神與社會責任。在瞬

息萬變的社會中，新聞傳播行業走在社會尖端，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和中港兩地

的融合，商業新聞專才的角色定將更為舉足輕重。她期望新聞從業員堅守服務

大眾的信念，發揮傳播最新資訊、監察社會動態的作用，使整個行業變得更豐

盛。 

培育商業傳播、公關、企業傳訊及傳播科技專才，是恒大傳播學院一直秉持的

原則。學院開辦了全港首個結合商業與新聞傳播元素的新聞及傳播（榮譽）學

士課程，又相繼開辦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及策略傳播文學

碩士課程，並投放大量資源建設各項先進教學設施及加入創新與科技元素，務

求培育具備兩文三語、國際視野、分析能力、創新意念及批判思維的優秀傳播

專才，以配合市場對人才與日俱增的渴求。 

本屆得獎媒體包括（排名不分先後）：無綫電視、Now TV、香港電台、香港

01、南華早報、iMoney智富雜誌、信報財經月刊、信報財經新聞、明報、星島

日報、大公報、中國日報香港版，以及胡．説樓市。 

 



 

 

「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獎」由中國日報香港版曾新嵐獲得，而「年度商業新

聞記者獎」則由信報財經月刊李潤茵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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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獎名單片段：https://bit.ly/3kkBEAH 

得獎者感言：https://bit.ly/3OJOhTE 

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獎」網頁：https://bjawards.hsu.edu.hk/en/home/ 

得獎名單：新聞稿附件一 

評審名單：https://bit.ly/3vlZTEJ 

 

 

活動圖片： 

 

圖一：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於 4月 28日公布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獎

名單。 

 

圖二：傳播學院投資過千萬港幣設置先進設備，如影視製作中心、實驗電視廊、

電台廣播錄音室、多媒體培訓中心等。 

圖片下載：https://bit.ly/3v1I1Px  

https://bit.ly/3kkBEAH
https://bit.ly/3OJOhTE
https://bjawards.hsu.edu.hk/en/home/
https://bit.ly/3vlZTEJ
https://bit.ly/3v1I1Px


 

 

香港恒生大學簡介： 

香港恒生大學是一所非牟利、私立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大學。大學現有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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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翻譯及

外語學院，共有超過 6,000名全日制學生。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香港恒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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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學以本科教育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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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在 2021 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大學影響力排名 2021」位列「優質教育」及「良好工作和經濟增長」全球首

200 名。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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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辦「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學士學位課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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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新一代的傳播科技

專才。 

傳播學院提供許多先進設備，包括：影視製作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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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思維和批判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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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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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雅艷女士 

直線：3963 5413 

電郵：joycelau@hsu.edu.hk 

魏可晴女士 

直線：3963 5067 

電郵：ericangai@hs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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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六屆恒大商業新聞獎得獎名單 

獎項類別 組別 獎項 得獎者、媒體及作品名稱 

A. 最佳商業

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Big Pharma must sacrifice upfront profits to 

get on China’s coveted list of medicines 

eligible for insurance reimbursements》 

記者：司徒玉儀 

媒體：南華早報 

銀獎 

《City quietly catches up in race for fintech 

innovation》 

記者：姚曼儀、李凤雯、Chad BRAY 

媒體：南華早報 

銀獎 

《地契禁浸大收租 浸幼改名目付 200 萬》 

記者：陳惠恩 

媒體：明報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迷你倉買賣合規存疑?》 

記者：阮智聰 

媒體：Now TV 

銀獎 

《美食車｜先導計劃第五年剩三架營業  

經營者：似等自然流失》 

記者：鄧家琪、林頌華、蕭堃桁 

媒體：香港 01 

B. 最佳商業

新聞系列報

道獎 

文字組 

金獎 

《打造新都會系列報道》 

記者：杜展銘、黎倩彤 

媒體：星島日報 

銀獎 

《土地大鬆綁系列報道》 

記者：杜展銘、歐志軍 

媒體：星島日報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理財有方】永續經營系列》 

記者：鍾依霖、韓安琪、鄧嘉蔚 

媒體：Now TV 

銀獎 

《凱莉山學校亂賬調查報道》 

記者：李穎霖、勞顯亮、鄧穎琳、蕭堃

桁、袁柏謙、張偉江、王海圖、岑卓熹 

媒體：香港 01 

文字組 金獎 《房產商品化種禍根 樓價冰封房企洗牌》 



 

C. 最佳房地

產新聞報道

獎 

記者：鄭雲風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首置按保放寬兩年 上車換樓容易了？》 

記者：黃卓賢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估價過高都出事! 點解執平貨反而上唔到

會？》 

記者：胡國威、陳迪麟、賀慧恩、石禮豪 

媒體：胡．説樓市 

銀獎 

《樓市點睇﹕環保「發水樓」》 

記者：莊斯惠 

媒體：無綫電視 

D. 最佳商業

財經人物專

訪獎 

文字組 

金獎 

《歡喜傳媒董平》 

記者：許鎮邦、陳遠威 

媒體：信報財經新聞 

銀獎 

《星之子陳易希談 10 年創業路 寄語年輕

人：「應及早追夢」》 

記者：陳詠妍、羅浩濂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率先披露北部都會區

或建三間大型醫院》 

記者：陳曉慶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 

《財金專訪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記者：梁泳儀、阮智聰 

媒體：Now TV 

E. 最佳經濟

及金融政策

新聞報道獎 

文字組 

金獎 

《電動車 10 年內增百倍 業界力拓充電站商

機》 

記者：潘曉豐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銀獎 

《共富或共產 北歐或北韓》 

記者：黃愛琴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內地「劇本殺」角色推理遊戲興起》 

記者：黃貝紋 

媒體：香港電台 



 

銀獎 

《跨境理財通疫下啟動 市場料反應慢熱》 

記者：羅煒皓 

媒體：香港電台 

F. 最佳商業

科技新聞報

道獎 

文字組 

金獎 

《NFT 反網上霸權 建數碼烏托邦》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銀獎 

《中央力撑國際創科中心 香港如何在大灣

區突圍》 

記者：羅浩濂 

媒體：iMoney 智富雜誌 

影像及聲音組 

金獎 

《財經透視﹕NFT》 

記者：陳至君 

媒體：無綫電視 

銀獎 

《【潮玩科技】網遊淘金術》 

記者：鄧嘉蔚 

媒體：Now TV 

G. 最佳商業

新聞視覺設

計獎 

靜態 

《中產苦翁》 

記者：王文嫻、馮自培 

媒體：大公報 

動態 

《創科導航: NFT 概念動畫》 

記者：叢健溢 

媒體：無綫電視 

H. 年度新晉商業新聞記者獎 
記者：曾新嵐 

媒體：中國日報香港版 

I.年度商業新聞記者獎 
記者：李潤茵 

媒體：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