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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升入主有線 最多裁員200
邱達昌：需年慳兩億 抓「帶路」商機發展財經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何寶儀）收費電

視牌照將於5月31日屆滿的有線電視，或避過滅台

一劫！永升(亞洲)有限公司宣佈，已與有線在其控

股股東九龍倉集團承諾下達成協議，為有線注資10

億元並成為大股東。永升董事會主席邱達昌昨日表

示，對電視業的熱情從無減退，並深信行業有發展

空間，不會滅亡，但同時指有線連續7年虧蝕，需

在入主首年削減2億元開支，裁員無可避免，但最

多只會裁減10%員工，即約200名有線員工將飯碗

不保。他並強調，「一帶一路」帶來商機，發展經

濟資訊十分重要，打算抽調人力及資源，大力發展

新聞部的財經新聞。 （尚有相關新聞刊B1版）

鑑於永升向有線提出一個新的
供股注資方案，有線電視向港府
提出將本月26日的收費電視續牌
答覆限期，延遲至下月31日。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
回應指出，由於有線的收費電視
牌照將於下月31日屆滿，如果當
天才決定不接受新的牌照，翌日
便要終止服務，時間太緊迫，當
局需時考慮。
蘇錦樑表示，當局非常關注

事件，他亦一直有與有線的高
層聯繫。他指出，有線已將原
本需於上月15日或之前回覆是
否接受牌照續期及其條款的限
期，延至本月26日，3日前再
要求延至下月31日，當局需要
考慮很多因素，「因為現時的

牌照於5月31日到期，如果它
不接受新的牌照，6月1日便要
終止服務。」

根據程序法例盡快處理
他表示，當局需考慮有線本身

的情況、最新的發展、市民與觀
眾接收電視節目的服務、員工及
消費者，因若有線於下月31才不
接受牌照，距離終止服務期僅相
差1天，並不太理想，當局會根
據程序及法例，盡快處理申請。
蘇錦樑續說，昨日已應邱達

昌要求與對方進行會議，他在
會上已向邱達昌表達政府的立
場，「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希
望香港人能接收更多電視節目
服務。我亦希望有線能夠盡量
體貼員工的需要，這方面的關
注，我亦已向邱先生表達。」

■記者 聶曉輝

蘇錦樑：續牌死期訂得不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寶儀）有
線寬頻現曙光，有線寬頻主席吳天海
昨日表示，已簽訂有約束力的合約，
10億元股本將注入有線寬頻，但仍須
面對小股東大會及通訊局批准等四大
關卡，若小股東反對注資方案，有線

寬頻仍面臨「熄機」的局面。若一切
順利，料交易會於9月完成，九倉將
退出有線寬頻。
吳天海指出，10億元的股本中，7
億元為股東供本，3億元為九倉債務供
股，即把原本的貸款轉為股票。供股
及換股完成後，永升將持有有線寬頻
40%至54%的股份，視乎小股東供股
的數量。
不過，有線寬頻「熄機」的困難仍

未解除。吳天海指，現時尚要面對四
大關卡，包括：政府批准延長有線寬
頻接受電視牌照的期限至下月的31
日；公司須在下月底召開股東大會，
獲小股東支持注資方案，若方案不獲
通過，有線寬頻將「熄機」，客戶預
邀的費用將會退還。反之，則會接受

新的電視牌照。

須獲通訊局證監局批准
吳天海續說，有線寬頻須通過通訊局

及證監局的批准。他說，有線的每手買
賣單位一手會由現時的1千股，改為1萬
股，以符合交易所規定，新股發行每手
價格不低於2,000元的規定。
他又表示，交易文件中的「碎

股」，並非早前有報道指的不足一手
股份，而是小數點後的股份不可進行
供股。
對於入主的邱達昌表示，將最多裁

員200名員工，吳天海表示，若有線
寬頻能重新出發，架構不會百分百與
以往一樣，亦「不能承諾一個員工也
不會流失」。他又說，交易完成前，

暫不會進行重組，截至上星期末，已
流失 180 名員工，佔公司總員工的
9%，希望對現職員工的影響減至最
低。
永升表示，不排除調動港聞部及中

國新聞部的人手到財經新聞部，有線
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表示。有線
已有24小時的財經頻道，相信與永升
的看法相近，新聞部內部時有不同組
別的人手調配。

趙應春：易主不礙編採方針
問到有否擔心新投資者入主後，影

響新聞部的編採方針，趙應春指，以
往有線新聞報道九倉的新聞亦持平，
相信「一個有公信力的媒體，不會為
一個財團服務」。

根據是次10億注資協
議，價值約7.04億的有線
股份將以公開供股形式售

予現時的股東，由永升作為包銷商，原九龍
倉持有的3億元有線債務會轉為股份。永升
的股權結構亦出現變動，由新世界發展主席
鄭家純及他家族為首的周大福企業佔45.5%
股權，原持股42%的邱達昌則降至24.5%，
意味「純官」將變身成有線大股東。邱達昌
昨日表示，與鄭家純合作了30年，彼此關係
良好，是他最理想的拍檔，今次合作亦只需
10分鐘便「傾掂」。
永升是次股權變動後，原為永升第二大

股東、聯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資持股由
28%降至14%，跌為第四大股東，富力集
團主席李思廉私人持有的16%股權則維持
不變，續為第三大股東。不過，原本佔股
14%的信德集團執董兼董事總經理何超瓊
則退出永升。
邱達昌指出，與鄭家純合作了30年，對

他的為人十分了解，並指鄭家純胸襟大、

為人客氣、容易合作。

邱達昌強調非紅色資本家
對於被指他們是紅色資本家，擔心或會

影響有線日後的新聞自主，邱達昌強調，
日後絕對繼續新聞自主，又指自己與鄭家
純都是在香港長大，均有在內地投資，反
問「香港有邊個企業無在中國內地投
資？」，強調不認為自己是紅色資本家。
對於何超瓊退股，邱達昌指他倆是好朋

友，何超瓊當初是為了支持他，只因永升申
請免費電視牌照一事拖得太久，才決定退
出。他續說，歡迎李思廉及聯想集團企業董
事趙令歡加入董事局，認為二人在內地人
脈、生意均對有線發展「一定是好事」。

邱達昌又透露，永升並非唯一與有線
「傾偈」的人，他指有外國基金也有興趣
入資，但財務顧問最終選擇了永升，「不
知道是不是其他人的表現更差，但或許是
在眾多報告中，我們的方案對股東最有
利。」 ■記者 聶曉輝

吳天海：免「熄機」須過四大關

與「純官」拍檔30年 10分鐘「傾掂」合作

邱達昌昨日舉行記者會，向傳媒講解其注資計劃，同時
希望穩定有線員工的軍心。他指出，他在香港長大，

對香港電視業的熱情從無減退。但他指出，有線於過去7
年，每年虧損約3億元，成功入主後，開源節流屬「理所當
然」。他強調，會一次性在首年削減2億元成本，並指人才
是電視業的最大資產，「對人力的削減愈少愈好，以公司目
前約2,000名員工計算，最多只會裁減約10%人手。」

未來投資40億發展節目製作
他表示，未來5年投資額達30億至40億元，主要發展節

目製作，包括增添新器材或建新廠房。他續說，有線每年廣
告及寬頻收益合共4億至6億元，用戶收費達7億至8億元，
每年有逾10億元營業額，不難達到5年投資目標，「就算唔
夠，相信未來4個股東都有資金及餘力繼續投資。」
邱達昌坦言，過去主要看Now TV，近期才看有線節目，
認為有線新聞部是很強的產品，但其他節目有進步空間。他
在記者會上多次強調，有線新聞是強項產品，入主後新聞部
會絕對自主，其他部門也要有創作性發揮，「這是永升的原
則。」
他續說，「一帶一路」能帶來無限商機，香港是亞洲金融
中心，發展經濟資訊十分重要，打算未來大力發展財經新
聞，有需要在新聞部抽調人手往財經部。
有線中國組是有線新聞其中一個品牌，有線電視記者即場
問邱達昌會否打算裁減中國組人手，邱達昌則沒有正面回
應，只重申對有線發展有信心，更揚言在現時120個台的情
況下，開多170個台亦不是困難。他並強調，有線「好難成
為亞視翻版，因為亞視那個年代與家好唔同」。
他續說，未來劇集難有發展，因時下年輕人多在網上下載
劇集觀看，加上內地劇集每小時製作費高達600萬至700萬
元，反觀香港每集製作費僅100萬元，直言香港市場不夠
大，故有線未來要站穩腳，OTT(即通過互聯網向用户提供
各種應用服務)是必然路線，並指可發展本地化節目，「例
如教補習、讀書，成本不會太高。」
永升早前向特區政府申請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邱達昌
昨日表示，若成功入主有線，會放棄有關申請。

員工：邊個入主都會裁
有有線新聞部員工向本報透露，早已預料公司會裁員，
「邊個入主都會裁」，但相信若真的要將港聞部人手抽調至
財經部，員工或不情願，「做開港聞嗰啲，一來唔熟財經，
二來唔係話轉就轉到，希望新老細再想想吧！」
在新聞部工作的工程人員李先生表示，得知有新投資者入
主後放下心頭大石，不擔心受裁員影響。任職新聞部的馬小
姐認為，難以避免裁員，有新投資者加入亦未能放下心頭大
石，已作好心理準備。
員工黃小姐表示，因她年資較淺，擔心會被裁員。她指
出，新投資者的投資額僅7億元，電視台的開銷龐大，擔心
數年後會「乾塘」，新投資者的資金僅作「吊命」之用。

■吳天海
資料圖片

■趙應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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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捐肝救人的鄭凱甄昨日會見傳媒，希望
更多人關注和支持器官捐贈。鄭凱甄無懼個人
風險、無私救人的行為令人動容、感佩，是港
人關愛文化的生動體現，如何鼓勵發揚這種大
愛精神，更值得政府和公眾深思。本港器官捐
贈率長期偏低，既受中國傳統的影響，亦與法
例支持不足、宣傳力度不夠有關。希望鄭凱甄
的感人義舉可以促使政府檢視法例，加強宣傳
引導，讓港人轉變固有觀念，更積極捐贈器
官，推動香港文明進步。

香港器官移植手術的水平躋身亞洲以至世界
前列，瑪麗醫院過去活肝移植成功率達到
98%。但香港的器官捐贈比率長期偏低，每百
萬人口只有不足6人捐贈，相較西班牙的43.4
人、美國和法國的28人、德國的11人，明顯
落後。究其原因，主要是文化和法例保障的差
異使然。

在文化層面，中國人強調「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保留遺體完整」等傳統
觀念根深蒂固，同屬華人社會的台灣地區每百
萬人有9.5人捐贈器官、而內地每百萬人更只
有2.98人，可見傳統文化影響之深。

在法律層面，香港採取「自願捐贈」政策，
市民須簽署登記，明確表達捐贈器官的意願，
而且過身後家屬有權反對。本港沒有法律規
定，器官捐贈者可獲得任何實質激勵，因捐贈
所造成的後遺症和生活困難亦不受保障，無疑
影響了市民捐贈器官的意慾。

目前，香港對器官捐贈的需求越來越大，近
日有多宗急待器官移植的病例，更有不少在苦
苦等候合適器官、急需進行移植手術的病人。
針對香港器官捐贈率不高的現象，當局應參考
國外成功的經驗，努力提升器官捐贈率，為病
人謀福祉。

首先，當局應增加宣傳，發揮潛移默化、移
風易俗的作用。從西班牙的經驗來看，做好與
死者家屬的溝通十分重要。西班牙1989年就
成立移植中心，訓練超過18000名移植協調
員，安撫死者家屬，向社會傳遞捐贈器官的積
極意義，有關做法值得香港借鏡。

其次，可研究國外慣用的「預設默許制
度」，西班牙、新加坡已實行這種制度，香港
可以充分討論，尋求社會共識。為捐贈者提供
必要保障和激勵，很多國家也有成功經驗。法
國從2009年起規定所有社會保險，要完全支
付器官捐贈手術和術後的治療費用；美國有14
個州向器官捐贈者提供免稅額；新西蘭2016
年通過法例，100%補償器官捐贈者捐器官的
支出和失去的收入；台灣也規定，民眾如曾捐
贈器官，若其家屬日後有需要，接受器官捐贈
的輪候次序會被提前。

本港每年有2000名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
亟需更多合適器官延續生命。希望鄭凱甄的義
舉激勵更多港人支持器官捐贈，傳大愛燃希
望，令作為富庶社會的香港，在器官移植文化
上也與時俱進，跟上世界潮流。

支持器官捐獻 弘揚關愛文化
民建聯就高鐵「一地兩檢」進行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有近63%的受訪者表示接受「一地兩檢」。多
數市民明白高鐵方便快捷，實行「一地兩檢」可以
有效發揮高鐵效能，但仍有部分市民對「一地兩
檢」存在誤解和疑慮。特區政府應向公眾做好細緻
深入的解釋工作，讓更多市民明白「一地兩檢」安
排嚴格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目的在於方便
通關，不會令市民的法律責任和權利有任何增減，
從而消除誤解，不被「跨境執法」之類的危言聳聽
所誤導，為「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凝聚堅實民
意。

「一地兩檢」問題不解決，香港高鐵就不是真
正意義的高鐵，只是多了一條九廣鐵路而已。民
調顯示有超過6成的受訪者支持「一地兩檢」，反
映大多數市民清楚「一地兩檢」對香港高鐵的重
要性。但調查同時發現，有32%的受訪者不接受
「一地兩檢」，當中近半人是因為不想內地執法
人員來港執法，還有近4成受訪者認為有關措施會
破壞「一國兩制」，反映部分市民對「一地兩
檢」存有嚴重誤解。出現這個結果，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部分反對派政客多年來刻意將「一地兩
檢」政治化、妖魔化，宣揚「香港要割地」、
「公安跨境執法」、「港人隨時被抓回內地」等
荒謬的反對理由，令部分市民對「一地兩檢」產
生擔憂乃至恐慌。

香港高鐵的「一地兩檢」模式，很可能是將西九
站內部分區域劃為「內地口岸區」，專門處理內地
出入境的清關手續，香港或海外旅客進入該區就等

同進入內地的管轄區，內地執法人員只局限在特定
的範圍之內執法，不能越界執法；同時，只在該區
域實行內地與出入境、海關管理、檢驗檢疫等相關
的法律。因此，「一地兩檢」並不影響高鐵乘客的
法律權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曾表示，香港與內地
有共識，「雙方同意『一地兩檢』方案需嚴格符合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而且相對『兩地兩檢』方
案，『一地兩檢』不會為高鐵乘客『增加法律責任
或減低法律權利』」。

「一地兩檢」其實是把原本需要經過香港與內地
不同地方進行的出入境手續，集中在香港處理，不
需要再分開兩個地方處理，僅此而已。乘客在西九
站進入「內地口岸區」辦理入境內地的手續，如同
在深圳、廣州辦理一樣，其所擁有的法律權利和責
任並無增減，擔心「內地公安跨境捉人」、摧毀
「一國兩制」完全是杞人憂天。

香港高鐵預計在明年第三季完工，能否順利通車
並真正發揮效能，就要看在明年第三季前能否完成
「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
表，當然要順應民意而行。爭取更廣泛的民意支
持，把大多數市民接受、支持「一地兩檢」的聲音
帶入立法會，對於「一地兩檢」立法在議會獲得通
過，具有重大影響。因此，政府必須抓緊時間，全
面、深入、細緻地向市民解釋，「一地兩檢」的目
的只是為了便利通關，內地在西九站指定區域的管
轄權有明確的法律界定，不會也不可能違反基本
法，市民無需過慮。

（相關新聞刊A10版）

做好解釋消除誤解 凝聚支持「一地兩檢」民意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