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價「死貓彈」跟炒隨時中伏

「壹」直噴血 7年勁蝕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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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賣仔 肥黎被譏「契弟」
《壹週刊》5億售予黃浩 工會揶揄反口覆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壹傳媒

（0282）昨公告將創刊 27 年的《壹週

刊》及若干雜誌，以約5億元出售予商人

黃浩。消息刺激壹傳媒股價一度急升近六

成，收報0.435元，升17.6%。壹傳媒工

會昨嘲諷 2013 年以「賣咗我一世變契

弟」回應賣盤傳聞的創辦人黎智英，是反

口覆舌的「契弟」。工會並譴責集團管理

層漠視員工權益，營運方針朝令夕改、黑

箱封閉，尤其在出售旗下媒體以至外判等

重大決策上，欠全體員工一個明確交代。

壹傳媒昨公告稱，已與商人黃浩全資擁有的公
司W Bros. Investments Limited，展開正式協

議之磋商，涉及出售《壹週刊》、《忽然1周》、
《FACE》（包括前身《壹本便利》）、《ME!》
及《Next+One》之香港及台灣業務權益。所有雜
誌的指示性估值約5億港元，包括應付《壹週刊》
的3.2億港元，以及注入雜誌業務的1.8億港元。預
計交易於9月底完成，而交易完成後，集團將會繼
續發行《飲食男女》及《交易通/青雲路》，並加
速其數碼版。

保留兩雜誌 加速數碼版
黃浩於數日前剛以4億元出售《都市日報》，他
在證實出售《都市日報》時曾表示，他會將套現所
得投資「規模更大的華文媒體」。
壹傳媒昨日上午9點停牌，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嘉
聲在稍後臨時舉行的員工大會上公佈出售的消息，
表示大家都感到心情難過，但要發生的事始終要發
生，「黎生（創辦人黎智英）都好傷感」。他轉述
黎智英所言，稱《壹週刊》是他創立的第一份雜誌
刊物，見證了「壹仔」的輝煌成績，創造了香港其
中一個奇蹟，但到最後要轉手，算是完成一個使
命。
傳出的員工公告顯示，今次出售是整個轉型計劃

的一個重要部分，亦顯示整個轉型工程基本完成。
公告強調，董事會已向領導團隊和各同事表明，壹
傳媒的文化、使命和宗旨，以及創新精神，會維持
和過去二十多年一樣，不會變更。

工會：朝令夕改 漠視員工
壹傳媒工會隨後發表聲明指，對於出售一事表
示痛心，「與《壹週刊》分離，如同痛失手
足」，並引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013年回應賣
盤傳聞時曾揚言：「賣咗我一世變契弟」，嘲諷
黎智英反口做「契弟」。並指「今天因虧損賣
《壹週刊》，明天可以賣《飲食男女》，甚至
《蘋果日報》。」
工會又指，在昨早的員工大會上，管理層未有承

諾效法《忽然1周》結業時為遣散員工按年資提供
額外補償；工會又同時譴責集團管理層漠視員工權
益，營運方針朝令夕改、黑箱封閉，尤其在出售旗
下媒體以至外判等重大決策上，欠全體員工一個明
確交代。
《壹週刊》於1990年由黎智英創立，為壹傳媒
集團旗下的首份雜誌刊物，也首創香港傳媒「狗仔
隊」獨特模式。現時《壹週刊》一書三冊，刊載時
事、政治、經濟、社會、娛樂圈新聞及生活休閒等
資訊。

壹傳媒（0282）昨
出售香港及台灣的
《壹週刊》等雜誌業

務，予商人黃浩牽頭的財團，消息刺激
下午復牌的壹傳媒曾大升近六成，高見
0.59元，為8年來最大升幅，尾市回順，
收報0.435元，全日仍有17.6%的進賬，
市值單日增加1.58億元，集團市值增至
10.58億。不過與上市之初的股價高峰期
比較，股價已蒸發逾98%。

自科網爆煲 一直「插水」
壹傳媒於1990年成立，當時正值紙媒
的發展高峰，該集團接連推出多份報章

及雜誌，佔去本港媒體一個甚高的市佔
率。例如1995年創辦的《蘋果日報》，
每日發行量曾超過70萬份。該公司於
2000年 2月借殼百樂門上市，乘着科
技、媒體、電訊（TMT）等股份熱炒，
壹傳媒當時股價曾高見23.74元。但隨着
科網泡沫在2001年爆破，壹傳媒便一直
「插水」。
2001年，壹傳媒進軍台灣媒體市場，

創辦台灣《壹週刊》，並將香港壹傳媒
的「新聞娛樂化」和「狗仔隊文化」帶
到台灣。但壹傳媒在台灣申請電視播放
權失敗被迫蝕賣，加上市場進入電子傳
媒時代，壹傳媒對上一次收入錄得增

長，已是2012年的事，當年收入達到
36.4億元，按年上升3.8%。其後開始漸
走下坡，至今年3月底止全年，收入按
年大跌23%，只有17.84億元，較2012
年下跌超過5成。

割肉圖「止血」未必成事
收入減少之餘，壹傳媒近年都是「蝕

多賺少」，好像2013年就錄得9.45億元
虧損，雖然2014年及2015年錄得盈利，
但也只有2.45億元及1.69億元。但最近
兩個財年，又重回虧本之路，分別錄得
3.24億元及3.94億元虧損，拖累壹傳媒
要毅然出售《壹週刊》「止血」。

比富達研究部主管林嘉麒預計，賣走
雜誌業務只是減少壹傳媒的虧損，但難
以令壹傳媒扭虧為盈，從昨日該股股價
升幅收窄來看，估計投資者對該集團派
特別息亦不存希望。他相信，壹傳媒會
將有關資源調往發展網上平台。
另有市場人士指，壹傳媒藉此交易套

現約5億元，並賣掉虧損的業務，對集
團長遠有利，但需留意的是，今次交易
涉及台灣《壹週刊》業務，台灣方面會
調查新買家的資金來源，以及釐清背後
股東結構，所以有關交易並非百分百鐵
定獲批，追入壹傳媒的股民要小心風
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壹傳媒近年
不僅受官司困擾，業績表現亦是每況愈下，截
至今年3月底止的2017財年勁蝕 3.94億元
（見表）。
2017財報顯示，全年總收益為17.83億元，

較上年減少23.4%。以分佈所計，核心業務報
章出版及印刷業務分部收入按年減少24.3%，
虧損為2.56億元；書籍及雜誌出版及印刷業
務錄得分部收入跌51.7%，虧損1.61億元。而
由2011年至今的7個財政年度，壹傳媒累計
勁蝕近15億元。
種種跡象顯示，壹傳媒受業績拖累，不得

不降低成本，轉變發展策略。自2015年8月
16日起，集團將《壹週刊》、《飲食男女》
及《ME!》合併出版，《忽然1周》及《壹週
刊》內附的《Next+ONe》也相繼停刊。
此外，上月集團擬推行編採工作外判政

策，目標「令內容更多元化」及「減省成
本」，據悉《蘋果日報》及《飲食男女》美術
部門已經率先進行外判，由原美術部員工自組

公司承接業務，約40多名員工受影響。外判
制之後有意擴至其他部門。此舉引來大批壹傳
媒員工不滿，逾百人到報社門外靜立15分鐘
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
娟昨表示，《壹週刊》作為消
費娛樂雜誌的龍頭，也不能夠
繼續經營，反映紙媒在網絡媒
體和社交媒體的衝擊之下，面
對的危機愈來愈大。
她表示，壹傳媒的地位逐漸

萎縮，與政治和經濟因素有
關，壹傳媒政治立場傾向反對
派，當香港重視中資的投資，
很多廣告商均不願意向壹傳媒
投放廣告，過去數年集團在網
上開拓新空間，但進展未能補
足紙媒的損失，她形容今次是
壹傳媒「無奈地壯士斷臂」。
她認為，黃浩資金來源不明，
收購《壹週刊》後，將來其運作
模式和政治取向或會調整，雜誌
風格及言論空間難免受影響。

記協促保障員工就業
記協亦發表聲明，關注賣盤

後的《壹週刊》等刊物，編採
方針會否受到影響，亦關注員
工在賣盤後的過渡安排。記協
認為壹傳媒集團應妥善處理，
盡量保障員工就業和需要，以
及尊重員工願意，提供自願離
職安排。
黃浩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對有機會收購《壹週刊》感到
開心，稱日後雜誌風格不會有
大改動，亦不存在是否看好印
刷媒體的前景，最重要是內容
有質素。
他並指，不能承諾保留全部

員工，因為可能有員工完全違
背他的想法，或他沒有能力配
合員工的訴求。

黃浩：不能承諾不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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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一批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成早前有一批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成
員到其總部大樓外抗議員到其總部大樓外抗議，，譴責譴責《《壹週壹週
刊刊》》報道侵犯私隱權報道侵犯私隱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黎智英黎智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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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蝕入肉
財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製表：記者 周曉菁

收益

34.79億

36.35億

34.74億

32.68億

23.27億

23.28億

17.83億

盈利（虧損）

-1,973萬

-1.89億

-9.69億

+2.4億

+1.64億

-3.25億

-3.94億

今年夏天流感疫情嚴重，對公立醫院
構成沉重壓力，近日急症室病房爆滿。
本次公立醫院嚴重超負荷運作，一方面
是受特殊天氣影響，以致當局低估了夏
季流感高峰期的嚴重性；另一方面是因
為本港人口日趨老化，公立醫院面對的
壓力有增無減。短期應急之策，可以考
慮提供經濟誘因，充分調動包括私家醫
院、私家診所在內的民間醫療資源，推
動公私營醫療合作，解決燃眉之急；長
遠而言，政府有必要增撥資源，加建擴
建醫院，滿足市民對醫療服務的殷切需
求。

近日所有公立醫院內科病房爆滿，
病床使用率超過百分之百，聯合醫院使
用率更達到 130%，其次是威爾斯和博
愛醫院的129%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公
佈多項措施，包括邀請衛生署的醫生在
當值以外時間到門診和急症室幫手；又
會與社署商討，加快老人家出院安排，
令病床流轉得更快；同時加強社區服
務，令簡單個案可以在醫院以外處理。
醫管局指，初步亦跟私家醫院商討借床
位，同時會聘請更多病房助理和支援人
員。

今夏的流感疫情特別兇猛，與天氣及
病毒流行等諸多因素有關。今夏高溫多
雨，大雨會令病菌在空氣逗留的時間延
長，增加感染機會；也有分析認為，今

夏患者驟增，因今年流行的是致病性較
強的H3甲流病毒，加重了疫情。再加上
本港公營醫療長期面對資源不足和人口
老化的雙重壓力，令到急症室病房爆滿
一發不可收拾。

要應對目前的嚴峻挑戰，治本之道當
然是政府投放更多資源，興建和擴建公
立醫院，增聘醫護人員，同時推動公立
醫院改革，改善醫療服務效率。但是這
些措施不可能一蹴而就，遠水難救近
火。要解決當前公立醫院人滿為患的迫
切問題，盡快紓緩病人的長期輪候之
苦，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在
非常時期，政府不妨考慮一些非常辦
法，例如延長普通科門診的服務時間，
讓病情較輕微的人士分流到普通科門
診。在公營醫療資源已經充分調動，短
期內床位、人手都難以大幅增加的情況
下，政府應積極考慮利用本港私營醫療
的資源，加強與私營醫療機構的合作，
提供經濟誘因，派發應急醫療券，資助
病人去私立醫院或私人診所求診，多管
齊下，疏導病人，減輕公立醫院的壓
力。

經此一役，政府應認真總結經驗，研
究應對公立醫院負荷過重的短中長措
施，投放更多資源，理順公私營醫療的
分工合作，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醫療需
求。

加強公私醫療合作應對流感肆虐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明日舉行暑假休會前最後一次會議，

仍有多項議案待通過，包括特區新一屆政府的「頭炮」36
億元教育撥款。由於4名反對派人士上周五被法庭裁定喪
失議員就任資格，有反對派議員認為事態嚴重，不能再如
常開會，更有反對派議員揚言要「拉死」36億元教育撥款
以表達不滿。是否將新增教育撥款等民生議題與某些人喪
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進行綑綁，是檢驗反對派是否尊重法
治、是否繼續以政治騎刼民生經濟、是否有誠意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的重要標準，也是對反對派是否忠誠自己的政治
宣誓，是否具有政治智慧的一個考驗。立法會待審議的各
項撥款與市民息息相關，且具迫切性，希望反對派議員順
主流民意，以公眾的利益為依歸，拿出勇氣作出擔當，切
勿綑綁阻延撥款，重蹈泛政治化的覆轍。

4名反對派人士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就任資格
後，財委會成為部分反對派進行「抗爭」的第一個戰場。
上周財委會因此場面混亂而兩度休會，包括教育撥款在內
的多項議程推延至本周續審。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昨表示，
由於無足夠議員回覆願意出席加開會議，本周四和周五不
會加會，周三的會議是今個會期最後一次會議，36億元教
育撥款能否通過備受關注。

反對派議員對於是否繼續癱瘓財委會令教育撥款觸礁，
出現不同聲音。不少意見認為，教育問題關係重大，而且
36億元教育撥款回應業界多年訴求，理應先予通過；但有
個別議員立場強硬，堅持綑綁拉布阻礙撥款，更要求政府
作出重大讓步。因此，是否將撥款與DQ議員問題綑綁，
將是反對派對法治、對民生議題、對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
態度的試金石。

首先，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和人大釋法、以及
《宣誓及聲明條例》對瀆誓議員提出司法覆核，完全是依

法辦事，法庭宣佈相關人士喪失立法會議員就任資格是依
法裁決，兩者均彰顯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有人
不接納法庭裁決，威脅要「拉死」教育撥款，發洩不滿；
有人更要挾，如果政府不承諾不向被DQ的反對派人士追
訟費，不會提出DQ其他議員的訴訟，就「拉死」教育撥
款……這種做法，不尊重法庭裁決、不尊重法治，更強人
所難，逼政府不依法辦事，是對香港良好法治傳統的公然
破壞。

其次，反對派長期以來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令香港
折騰內耗，錯失發展機遇，最為人詬病。國家主席習近平
來港視察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
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
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習主席的告誡言猶在耳，
反對派若執迷不悟，將教育撥款等民生議題與DQ議員混
為一談，干擾政府正常施政，明顯是延續泛政治化抗爭的
歪路，不惜悖逆民意、犧牲市民的利益。

第三，新特首林鄭月娥相當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主
動付諸行動，釋出善意，36億元教育撥款正正參考了反對
派業界代表的意見，回應了反對派團體的訴求。正當行政
立法關係改善邁出第一步之際，反對派若因DQ議員問題
而「拉死」教育撥款，林鄭月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努力
勢必遭受重大挫折，是誰破壞和解、撕裂社會，不言而
喻。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理
由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反對派不服法庭DQ議員的裁
決，應透過法律途徑解決，而不應以癱瘓議會、狙擊施政
作要挾。政治歸政治，法治歸法治，民生歸民生，公眾分
得很清楚，為反而反的舊路已行不通，希望反對派知所進
退，為改善民生、推動香港進步發揮自身應有的價值。

教育撥款考驗反對派的忠誠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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