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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天恆會計師突辭任 投資者質疑是否宜續上市
億元資產。雖然壹傳媒不斷靠賣資產過日子，但根據其最新的半
年報，壹傳媒僅餘1.91億元銀行存款，而銀行借貸則高達2.62億
元。截至去年 3 月止，其總負債對總資產比率，已經高達
67.48%，負債比率相當高。
與此同時，壹傳媒的年度收入也從 2016 年的 23.28 億元，急跌
至 2019 年的 13.04 億元。截至最新公司年報，壹傳媒每股賬面資
產只得0.198元。

近期醜聞纏身的壹傳媒，昨日又爆出更換核數師，被委任不
足一年半的中正天恆會計師突宣布辭任核數師。壹傳媒自 2016
年起，連續近 5 年虧損，累蝕達 16.77 億元，令市場懷疑該公司的
財務狀況及持續經營能力，有投資者更質疑壹傳媒是否適宜繼續上
市。壹傳媒(0282)股價昨日收報 0.164 元，跌 2.381%，較去年 8 月造
市案時被喪炒至1.96元，跳樓式下跌91.63%。

多名董事被警方起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除了財務狀況陷入困境外，其創辦人兼大股東黎智英，也涉及
多宗嚴重罪案正被起訴，現時仍被還柙，並不獲准保釋。此外，
壹傳媒多名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同樣涉案被警方拘捕或被起
訴。
例如 2020 年 12 月 2 日，時任壹傳媒主席兼執董黎智英、執董
周達權及行政總監黃偉強，分別被控盜竊罪、欺詐罪。2020 年
12 月 12 日，黎智英更被起訴違反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而且黎智英近年還有多項未經批准集結的案
件纏身。

傳媒昨日還在公告宣布，已推薦委任灝天(香港)會計師事務
所為該公司新核數師，填補中正天恆辭任後的臨時空缺。公
告稱，中正天恆在考慮有關因素，包括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財政年度與審計相關的專業風險、可用內部資源及審
核費用水平後，昨起辭任。中正天恆已向壹傳媒確認
除上述因素外，並無需要通知壹傳媒股東的事項。
翻查資料，壹傳媒在 2019 年前，核數師是德勤
會計師行，但德勤在當年年底突然辭任，市場對
有關原因眾說紛紜。不料中正天恆接任核數師不
到一年半，又突然辭任。市場人士經常提醒，
頻繁更換核數師的公司，可能反
映公司財務或有問題，投資者
宜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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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核數師又劈炮。圖為市民抗
議黎智英資助暴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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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股民詬病的是，壹傳媒去年 8 月股價大幅波動，累及很多
人輸錢。事緣去年 8 月，黎智英及多位董事、高管被捕及被起訴
後，不少人聲言叫市民「撐蘋果」，並要買入壹傳媒股份，在去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間，壹傳媒股份被買賣超過 1.32 萬次，涉及
16.9億股。後來有15人被警方拘捕，據目前調查顯示，被捕者通
過社交媒體溝通，疑以密集式股票交易製造虛假交投量，以推高
整體交投額，再引散戶入局，並趁高散貨獲利，有長者因此而損
失上百萬元。
壹傳媒劣迹斑斑，且連年虧蝕，經營不善，且又捲入造市案，
令不少跟風股民損失，但香港證監會沒有斷然將其停牌，並讓其
繼續交易，亦令不少市場人士費解。

飽受財困屢賣資產





捲造市案 無停牌令人費解

壹傳媒近年飽受財務困
擾，多次變賣資產，並且以
賣資產去維持經營。該公司
在 2018 年曾出售 4.55 億元
資產，2019 年再變賣 7,890
萬元資產，2020 年再沽 4.76



           

「獨旗」騎士案 辯方申重新排期被拒

官：國安法指明須
「及時辦理」
法官彭寶琴指，香港國安法指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需確
保公正、及時辦理，而司法覆核可能引致上訴，審訊一旦重新
排期在司法覆核有結果後才進行，案件將會面對無了期的押
後，不能「及時辦理」，而審期不定，明顯違反國安法。
法官杜麗冰重申國安法列明案件必須盡快審理，她指駱應淦
的檔期只剩 2021 年 12 月及 2022 年 3 月，一旦案件大幅押後，
不符合香港國安法指明的「及時辦理」的精神。另外，杜官指
香港有多間大學，辯方要找歷史系教授不會有困難，
法官彭寶琴、杜麗冰及陳嘉信退庭商議半小時後，最終駁回
辯方押後審訊日期的申請。杜官指出，香港國安法指明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需「及時辦理」，法庭非常重視這一點。杜官
續指，專家報告只涉及相關口號的意思，實在看不到辯方在找
尋專家一事上有任何困難；法庭容許辯方在 6 月中才提交專家
報告，相信不會對辯方造成不公。法庭隨後就案件管理事宜作
出指示，包括安排下月 8 日開庭處理控辯雙方專家報告的相關
事宜爭拗。

●被告唐英傑
資料圖片

●大批暴徒前年 11 月 13 日在大埔太和路非法集結、堵路、縱火及向警員
投擲磚頭等硬物。
資料圖片

●被告唐英傑當日駕插「港獨」旗電單車在灣仔飆車「播獨」及撞向警
方防線後被即場制服。
資料圖片

無業青國慶日毀9國旗押後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
炒黑暴在去年 10 月 1 日國慶節當
天四出破壞社區。一名無業青年
涉嫌在北角不同地點破壞多支國
旗，被控三項侮辱國旗罪。案件
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主任
裁判官羅德泉應辯方要求，將案
押至 5 月 24 日再訊，以待辯方索
取文件及給予被告法律意見，其
間被告獲准保釋；惟被告因另一
宗案件正在服刑。
21 歲男被告陳立凱，屬邊緣智
商者，被控三項侮辱國旗罪。控
罪指，被告於去年 10 月 1 日分別

在北角糖水道天橋、英皇道 402
至 404 號 7-11 便利店對開及英皇
道 395 號僑冠大廈 A 座出口外，
公開及故意以毀損的方式侮辱合
共9支國旗。

被告因另一案正在服刑
辯方昨日申請押後再訊，待徵
詢法律意見。主任裁判官羅德泉
批 准 把 案 件 押 後 至 5 月 24 日 再
訊，被告獲准以現金 1,000 元擔保
外出，其間不得離港，並須交出
旅遊證件，惟被告正就另一宗案
件正在服刑。

認管理 TG 煽惑縱火 女侍應還柙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煽暴「起底」的
Telegram頻道「阿囝搵老豆老母」女管理員，多
次發布仇警言論及煽動性指控等訊息，又公開鼓
動他人採取起底非法行為，並討論製造「燒夷
彈」及殺警。她被控串謀煽惑他人犯縱火、傷人
及刑事損壞等 5 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審，
被告承認一項串謀煽惑他人犯縱火及一項串謀作
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另外 3 罪則獲撤控，被
告須還柙至 4 月 20 日判刑，以待索閱其背景報
告。
現年 26 歲的女被告許佩怡，報稱兼職侍應，
她承認的串謀煽惑他人犯縱火罪指出，被告於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11 月 28 日間，與他人非法煽
惑 Telegram 使用者，用火損壞他人財物，或罔
顧財物會否被損壞。至於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
作為罪則指，被告同年同時藉管理「阿囝搵老豆

老母」頻道，意圖促使他人使用暴力、不守法及
不服從合法命令等。至於被告另外面對的串謀煽
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串謀煽惑犯刑事損壞，以
及煽惑他人刑事損壞 3 罪，則獲不予起訴及在法
庭存檔。
案情指出，被告有份管理「阿囝搵老豆老母」
頻道期間，以廣播訊息鼓動他人起底提供並非其
政治立場的人士及組織的資料，並將之公開及有
系統地發布，該頻道因違反使用條件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被官方移除。涉案頻道則在同年 8 月 12
日於「日不落的巨人」開設，其餘管理員為被
告、「月離爭」及「尋人專線」。
在控罪所述的時間內，該頻道共發布了至少逾
9,000 條訊息，約 1,574 名受害人的資料，當中包 ●被告許佩怡昨承認一項串謀煽惑他人犯
括國家及特區政府官員、司法人員等，並多次發 縱火及一項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表涉及仇恨性及煽惑性的言論。
罪。圖為灣仔區域法院。
資料圖片

「三罷」兩暴青 罪成 官讚警員捨命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男侍應唐英傑去年7月1日駕插
「港獨」旗電單車在灣仔飆車「播獨」及撞向警方防線，被控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是首名涉違反香港國安法
的被告，案件已排期今年6 月 23 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惟昨日進
行案件管理聆訊時，辯方提出申請押後審訊或重新排期。3 位
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駁回辯方申請，並明確指出香港國安法規
定案件需「及時辦理」，審訊不會押後。
高院法官杜麗冰昨日在開庭時表示，高院刑事案件的案件管
理聆訊一向是內庭聆訊，不對外公開，以保障陪審團審訊的公
正；惟由於本案不設陪審團，經考慮後，基於公義理由，決定
公開聆訊，但強調是例外事件，不代表往後的案件管理聆訊均
會公開聆訊。
代表唐英傑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昨日在庭上提出申請押後審
訊或重新排期。對此，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反
對將審訊押後，指出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指明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需「及時辦理」，認為辯方若希望決定提出司法覆
核，不如盡早入稟申請，但求在現定審訊日期（6 月 23 日）前
完成處理。周天行還認為，涉案口號的意思並非技術性議題，
辯方不難找到專家，再者被告有兩名法律代表，相信資歷較淺
的大狀可協助應付審訊，否則大可另請高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黑暴分子前年 11 月 13 日發
起堵路破壞、逼迫市民「三罷」。兩名蒙面黑衣青年在大埔參
與非法集結，昨日在粉嶺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結、身處非法集結
時使用蒙面物品、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及無牌管有彈藥
共 5 罪罪成，還柙至下月 15 日判刑。裁判官陳炳宙強調，警員
有必要盡快制服疑犯，以防被疑犯同黨偷襲，警員也是血肉之
軀，且「每分每秒都是以生命作賭注來執行法紀，任何人也不
應坐在冷氣房內，脫離現實地批評他使用過分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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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管有彈藥 4 個已使用過

兩名被告分別為餐廳侍應蘇偉成（18 歲）及倉務員巢廷堅
（28 歲）。控罪指，兩被告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與其他身份不
明者在大埔太和路參與非法集結。兩人另各被控一項身處非法
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指他們在太和路身處非法集結時，分
別使用掛耳式口罩及防毒面具。蘇偉成另被控一項管有適合作
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即一個士巴拿、一把鉗及一包塑膠索帶。
巢廷堅則另被控無牌管有彈藥罪，即管有 4 個已使用過的催淚
煙彈小彈頭。
陳官昨逐點反駁被告蘇偉成的辯解，指蘇曾稱當時原本在大
埔中心平台與朋友聊天，但在聞到催淚彈氣味後，竟因一件原
本與他們無關的事件討論了 1 小時，說法不合理。被告明知人
群有危險還選擇走向危險，完全有違常理。對於被告辯稱有街
坊提醒他有催淚煙，因而取了口罩和眼罩阻擋催淚煙，陳官直
斥其說法無稽。
對於被告蘇偉成指控制服他的警員用警棍打頭及軀幹，陳官
指出，看過蘇當晚的頭部照片，認為充其量只是頭皮有少許紅
色。陳官強調，警員有必要盡快制服疑犯，以免被其同黨偷
襲，他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以生命作賭注來執行法紀，任何
人也不應坐在冷氣房內，脫離現實地批評他使用過分武力」。
陳官續指，在考慮保障人權同時，不能忽視警員也是血肉之
軀，兩者必須取平衡，案中警員使用警棍打身無可厚非，故斷
定警員當時使用了最低武力。
至於次被告巢廷堅，陳官指出，當時警方身穿綠色防暴裝，
與被告僅相距約 10 米，被告當時不知道是誰走向他，因而逃跑
且反抗的說法，實在難以置信。陳官認為，被告巢廷堅的行為
間接危害警員，因他將彈頭存放在防水袋內，令彈頭熄滅，變
相使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的做法失效，導致警員或需與示威者
埋身肉搏。
裁判官表示，兩被告當日均身穿黑色衫褲和戴鴨舌帽，又分
別以口罩及防毒面具遮擋面容，與一般進行非法集結、堵路和
縱火的暴徒打扮一致，遂認為兩被告必是參與非法集結的一
員，裁定兩人非法集結及使用蒙面物品罪罪成。在此基礎上，
兩人分別管有士巴拿、索帶及催淚彈彈殼等物，必然有用作非
法用圖的意圖，即用作堵路及阻礙警方行動，遂裁定蘇一項管
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成，及巢一項無牌管有彈藥罪成，
決定將兩人還柙至 4 月 15 日判刑，其間索取蘇的勞教中心及教
導所報告，並明言目前唯一合適的判刑為即時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