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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依法拘捕

黎智英等人，香港社

會各界形容黎智英終

於得到了應有的下

場。他們指出，黎智英長期打着新聞自由旗號，策劃和推動

「反中、反政府」暴亂活動，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他更是變

本加厲，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企圖顛覆國家政權，

警方依法對他展開拘捕行動，做法合理合法，相信絕不是針

對傳媒機構，更不涉及打擊新聞自由。

各界：非針對傳媒 無關新聞自由
黎智英涉煽「反政府」暴亂 警方拘捕合理合法

吳良好：有力回擊美國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榮譽主席吳良好指出，香港國安
法已經實施，是時候對黎智英採取
法律行動。反中亂港分子企望美國
的所謂制裁嚇怕中央和特區政府，
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黎智英
被捕，是對美國所謂制裁的有力回
擊，清楚表明中央和特區政府落實
香港國安法的態度堅定不移，不會
因為任何外來的所謂制裁恐嚇而動
搖。

譚錦球：嚴懲亂港分子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

席譚錦球指出，拘捕黎智英是對反
中亂港分子的嚴懲。黎智英在過去
一年利用暴力及傳媒企圖將「港
獨」意識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破
壞社會安全，已經令香港蒙受巨大
損失，執法部門依據香港國安法拘
捕黎智英，才可保障國家安全及香
港繁榮穩定。

梁亮勝：得到應有下場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

勝表示，黎智英被捕，反中亂港分
子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長期以
來，黎智英打着新聞自由旗號，利
用旗下壹傳媒平台大肆攻擊國家、
傳播謠言、誣衊警方、煽動仇恨、
策劃「反中、反政府」暴亂活動，
廣大市民早已深惡痛絕。黎智英被
捕，顯示任何企圖打着「新聞自
由」、「言論自由」、「民主自
由」的幌子，妄想反中亂港、顛覆
國家、違反國安法的人都將依法受
到嚴懲。

蔡毅：順應民意為民除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黎智英及壹
傳媒高層等團夥，長期以來勾結外
國和境外勢力，唱衰香港，煽動暴
亂，搞亂香港，危害國家安全，證
據確鑿，警方拘捕是為民除害，順
應民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危

害國家和香港之徒，必將受到法律
制裁。

簡松年：遏「獨」不手軟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表
示，黎智英在「佔中」及修例風
波、反香港國安法等都站在最前
線，並在個人社交媒體公然發表
「港獨」言論，在香港國安法立法
後仍不收斂，對法律視若無睹。執
法部門對他採取拘捕行動，是認真
執行香港國安法，表明對任何參與
違法行動的人都不會手軟。

朱銘泉：被捕大快人心
全國政協委員朱銘泉形容黎智英

被捕是大快人心，批評黎智英長期
以來在香港挑起事端製造混亂，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更是變本加厲，
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嚴重
違反了香港國安法，警方依法對他
展開拘捕行動，做法合理合法，相
信絕不是針對傳媒，亦不涉及打擊
新聞自由。

葛珮帆：遲來的公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黎智英是黑暴攬炒的禍源，更一直
勾結外國勢力並反中亂港，市民多
年來不斷向政府投訴並要求跟進，
是次嚴正的執法，是遲來的公義，
大快人心。黎智英曾聲稱「為美國
而戰」等言論，為誤判形勢，高估
了美國的干預實力，低估了中央出
手的決心。

陳志豪：無關新聞自由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

豪表示，黎智英曾多次要求外部勢力
介入和干預香港事務，甚至散布顛覆
國家政權的訊息，還長期公開與私下
資助反中亂港的活動，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證據確鑿，
如今黎智英被捕，正是罪有應得。陳
志豪又指，今次黎智英被捕，是因為
其行為已涉嫌觸犯了香港國安法，與
新聞自由無關，亦不構成侵害言論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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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
亂港分子勾結外力須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
表示，堅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警方
當日依法對黎智英等人採取的拘捕行
動，強調對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的反中亂港分子必須依法嚴懲。
發言人表示，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分
子長期以來「逢中必反」，投靠外國
和境外勢力，充當其政治代理人，協
助其干涉香港事務，對中國進行分
裂、顛覆、滲透和破壞活動。在修例
風波中，他們頻頻竄訪外國「告洋
狀」，推動美國通過涉港法案，乞求
美國對華和對港制裁，並與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官員密會，合謀實施不可告
人的勾當。可以說，美國之所以如此
肆無忌憚地插手香港事務，在香港製
造亂局，正是因為其在香港扶植和豢
養了這些政治代理人，裏應外合，狼
狽為奸。

斥黎智英播謠煽暴
發言人指出，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
部勢力實施的行為和活動，嚴重威脅
國家安全，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損害
香港市民根本利益和福祉，是妨礙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長治久
安的禍患。此患不除，香港不寧。黎
智英就是他們的代表性人物。他狂妄
叫囂「為美國而戰」，參與策劃、組
織、發動一系列非法抗爭活動，利用
其所辦媒體製造和傳播謠言、煽動和
支持暴力，並為反中亂港分子和「港
獨」勢力提供資金支持。對黎智英等
人依法懲處，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它
充分表明，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
會缺席。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
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極為廣泛的自由。

但「一國兩制」的底線不容觸碰，法治
不容挑戰。對於那些公然挑戰「一國兩
制」底線，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
動的反中亂港分子，必須運用香港國家
安全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
予以嚴懲，絕不手軟。

國台辦：不容台灣干涉
另外，對於台灣民進黨當局和島內

一些政治勢力對香港特區警方依法拘
捕黎智英等人說三道四，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回
應表示，民進黨當局長期以來插手香
港事務，支持煽動黑暴勢力，惡毒攻
擊「一國兩制」，目的就是亂港謀
「獨」。
馬曉光強調，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
置違法分子理所當然，不容干涉。
「任何觸犯香港國安法的行徑，都必
將受到法律追究。」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香港外國
記者會（FCC）發表聲明，罔顧
事實，顛倒黑白，無端指責香港
國安法和香港警方嚴正執法，為
黎智英等粉飾美化開脫罪責，外
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有法必依，違法

必究，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
黎智英等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公
然勾結外部勢力實施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和活動，蓄意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損害香港市民根本利
益和福祉，是妨礙「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和香港長治久安的禍
患。FCC急不可耐跳出來為黎智
英開脫罪責，就是助紂為虐，與
反中亂港勢力沆瀣一氣。
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保障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項權利自

由，包括新聞自由。香港外國記
者會在香港運作近70年，很清楚
香港新聞自由是有保障的。同時
也應該明白，世界上從來沒有絕
對的、凌駕法律之上的新聞自
由，不能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
從事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安
全和香港穩定的勾當。在中國香
港特區土地上，就必須遵守包括
香港國安法在內的中國和香港特
區的法律法規！
發言人強調，香港警方依據香港
國安法和本地法律，對反中亂港分
子採取行動，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和香港社會穩定，不容置喙。我
們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事務。FCC應該尊重事實，認清
是非，停止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
詆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外交公署促FCC：
停止詆毀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黎
智英等人昨日被捕，警方一度到壹傳
媒大樓蒐證，攬炒派隨即聲稱這是打
壓新聞自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日在facebook發文指出，壹傳媒大
樓不是法外之地、不是外國租界，要
求宣稱做法有問題的攬炒派，若曾拿
過黎智英錢，發聲前應先申報利益。

澳洲警曾搜查電台
梁振英指出，壹傳媒大樓不是法外

之地，又指民主黨和公民黨對警方有
關搜證當然反對，「我建議所有拿過
黎智英錢的政黨、其他組織和個人，

為此事發聲之前，申報利益。再者，
請民主黨、公民黨和記者協會看看去
年6月5日澳洲警方對澳洲廣播電台
（ABC）總部的搜查。」
梁振英其後再發文指，黎智英和其

他壹傳媒高層涉嫌犯法，「這些人上
班的地方，即壹傳媒總部就是犯罪現
場，為什麼警察不得入內搜索蒐
證？」他並反問︰「如果壹傳媒大樓
內的編採部有僭建，屋宇署人員是否
不得入內搜（蒐）證？毛孟靜的丈夫
是新聞界高層，是否因此屋宇署就不
能進入其位於淺水灣道有大規模僭建
的住宅視察蒐證？歪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壹傳媒
（0282）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被拘捕，壹傳媒股價昨日大幅波動，先是下跌
近17%，之後一度飆漲3.44倍至0.4元，創出
1999年上市以來的最大單日升幅，全日則升
1.83倍報0.255元，成交3.94億元。證券界老
行尊、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指出，壹傳媒股價
短時間內如此波動，當中可能涉及重大風險，
他促請證監會嚴肅跟進有關問題。

壹傳媒昨日午後股價大幅波動，公司遲至昨
晚10時29分，才刊登通告交代一眾高層被捕
及同日警方到該公司辦公室執行搜查令事宜。
通告稱，預計該等事件不會對集團日常的正常
營運、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又指
公司將密切監視事態發展，並當發現更多信息

時，將採取適當步驟徵詢法律意見。
張華峰指出，一間公司的股價短時間內如此

波動，當中可能涉及重大風險，有關情況可能
會嚴重影響股東利益，上市公司董事局有責任
盡快向股東交代。他促請監管機構嚴肅跟進有
關問題，以保障股東的知情權和利益。張華峰
並提醒股東應留意有關市場風險，作出審慎投
資，免招損失。
雖然黎智英被捕後，「泛民」陣營曾通過社
交媒體呼籲買壹傳媒股票，但市場人士更相
信，黎智英被捕後，將會加快壹傳媒的倒閉，
有部分入市資金相信是炒作壹傳媒賣盤或拆骨
出售資產。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
彬認為，投資者估計如果黎智英被定罪，壹傳
媒將有賣盤或被收購的可能，引發資金偷步炒
作。

根據《上市規則》，上市公司董事若干犯涉
及違反誠信的罪行如詐騙、虛假文件等，將不
適合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證券界料資金炒作賣盤
惟許繹彬提醒，雖然壹傳媒等傳媒股昨日升

勢誇張，但相信只屬短期炒作。同時，炒作收
購合併的消息要很小心，若消息純屬虛構，資
金將重新聚焦基本面，由於壹傳媒連年虧損，
其基本面難為股價帶來支持。
由於經營不善，壹傳媒連蝕五年，該公司在

截至今年三月底止的全年虧損逾4.15億元，按
年擴大22.68%。而過去五年已累蝕逾19億
元，且在過去10年，該公司累計虧損更逾27
億元。

高層被捕股價波動 壹傳媒深夜才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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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警員在壹傳媒大樓外戒備大批警員在壹傳媒大樓外戒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員進入壹傳媒大樓蒐證，帶走大量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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