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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員工盼遣散：若破產渣都無
嘆搵工屢碰壁難「跳船」憂公司資產被凍結無糧出

香港警方國安處昨日引用香港國安法，拘

捕《蘋果日報》5名董事，並凍結3間有關公司

的資產，包括《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

日報》印刷有限公司、AD Internet Limited

（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涉款 1,800 萬港

元。翻查資料，首兩間公司曾參與特區政府於

疫情間推出首期保就業計劃，當時承諾受僱員

工超過800人。多名受影響員工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們早有被「冚檔」的心

理準備，如今只是「做得一日得一日」。有員

工直言，目前市道欠佳，早前搵工屢碰壁，擔

心隨時無糧出，故希望資方索性遣散他們，

「起碼有錢賠，如果公司資產被凍結，或者要

破產，到時渣都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警
方國安處昨日上午拘捕壹傳媒
（0282）5名公司董事及高層，以及
凍結與《蘋果日報》相關的3間公司
資產，令已經出現經營困難的《蘋果
日報》雪上加霜。有市場人士分析，
壹傳媒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蘋果日
報》有停刊的可能。
壹傳媒昨日上午簡單公告短暫停

牌，停牌前報0.29元，公司總市值
約7.65億元。傍晚，該公司再公告

重申公司短暫停牌，以待發出有關
公司內幕資料的公告。公告並無交
代市場及小股東所關心的、被警方
凍結與《蘋果》相關的3間公司資產
後，對公司及《蘋果》的營運的影
響。
持有壹傳媒股份兼投資者權益關注

組召集人陳仲翔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壹傳媒目前無論在人事上及
財務上，都已陷入困境，相信《蘋
果》很難再營運下去，警方國安處昨

日的行動或會加快壹傳媒的覆亡。
他指出，壹傳媒昨日上午停牌，今

次的停牌可能會是長期性的，復牌時
間無從估計，小股東要做好長期停牌
的心理準備。
坊間一直流傳，《蘋果》或會於7

月前被「整頓」，甚至有可能被取
締。壹傳媒作為上市公司，一直未就
此事向小股東交代。陳仲翔說，每次
壹傳媒有任何風吹草動，股價都會先
被炒高然後大幅回落。由於該股已經

嚴重貨源歸邊，所以大戶很容易將其
舞低弄高，吸引散戶及反對派支持者
入市，其實只為某些「有心人」接
貨。

一旦停刊 股價將墜無底深淵
以壹傳媒上次停牌為例，他已經警

告投資壹傳媒非常高危，且《蘋果日
報》能否繼續營運下去，疑問重重。
一旦《蘋果日報》停刊，壹傳媒的股
價將掉落無底深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警務處國家安
全處昨日拘捕5名《壹傳媒》及《蘋果日報》董事
及高層管理人員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
facebook連發數帖，舉例美國「斯諾登事件」及澳
洲聯邦警察搜查澳洲廣播公司（ABC）事件，表示
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法律的特權。
「呼籲其他國家制裁自己國家，在世界各地都是

叛國罪。大家知道叛國罪的刑罰嗎？」梁振英在帖
文中強調，包括新聞工作者、傳媒等任何人和機構
都沒有凌駕法律的特權，也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特
權，更沒有串謀境外勢力的特權。任何人如有疑
問，可以去英國、美國或台灣「以身試法」。
他舉例說，2013年美國的「斯諾登事件」及
2019年澳洲聯邦警察搜查澳洲廣播公司（ABC），
顯示即使是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傳媒機構都不能凌
駕法律，「不是法外之地，不是警察禁足的地
方。」
針對香港記者協會等7個組織要求政府盡快披露

更多關於《蘋果日報》案件的細節，梁振英揶揄：
「2013年，英國情治機關和國安機關強迫英國《衛
報》（The Guardian）將報館的一台『載有危害國
家安全資料』的電腦砸爛，否則檢控。有『解釋清
楚涉事內容如何會觸犯國安法』嗎？沒有。國安人
員連會見記者答問都沒有。如果這7個組織連這事
件都不知道，我願意免費送書。」
梁振英在另一帖子中強調，香港人享有極大的自

由，因此負有同樣大的責任，去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要確保香港不是軟肋，不成為外部
勢力針對國家的橋頭堡。

在多名高層被捕後，《蘋果》在網上發布給讀者的信，
聲稱「《蘋果日報》仝人定將繼續忠誠地緊守崗位，

為迎接黎明來到的時代，奮戰到底」。
壹傳媒工會亦發表聲明，聲稱「現況雖然惡劣，但所有同
事仍會繼續報道，盡力維持報紙如常出版」「會繼續關注被
捕的編採人員及高層的最新狀況」云云。

前途未卜「做到無得做為止」
不過，據悉一眾《蘋果》員工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一名
《蘋果》員工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對公司被「掃蕩」早
有心理準備，「士氣一直都係咁上下，無因為今朝（昨日）
的事影響。好彩我唔係家中經濟支柱，個人不擔心，做到無
得做為止。」另一名受影響員工受訪時則直言，現在搵工
難，想「跳船」都難。
《蘋果》年年虧蝕，創辦人黎智英及多名高層先後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被捕，更被凍結部分資產，不少員工對此感到
憂心，部分員工認為公司已踏上末路，不但怕報章違法令自
己受到牽連，更怕公司財困令他們面對無法支薪的困局，故
陸續有員工求去，離開是非之地。
有消息指，百多名員工上月初出席員工大會，向壹傳媒集
團行政總裁張劍虹、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
陳沛敏等多名管理層表達訴求，表示害怕公司未能營運，他
們會一無所有，故提出公司暫結束營運，遣散所有員工，讓
他們先獲取長期服務金，之後公司才再重新運作。

編採部門多名主管早集體離職
不過，張劍虹當時拒絕員工的要求，強調公司不會主動結
業，更無遣散員工的方案。管理層的回應未能釋除員工疑
慮，反令員工感到失望，不少員工「跳船」，其中編採部的
調查組、靜態組及政治組等多名部門主管更集體離職。
今年5月中，台灣《蘋果日報》突然宣布紙本停刊，並裁

員超過326人。當時，「台蘋」工會發表聲明，批評資方未
有根據台灣「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報備，在紙本停刊消息
發布後亦未與工會展開協商，甚至將工會理事長列入資遣名
單，明顯意圖弱化工會能量，已經違反大解法、工會法等相
關法律。工會不排除向「勞動部」提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也呼籲北市勞動局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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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發帖指：「呼籲其他國家制裁自己國家，
在世界各地都是叛國罪。大家知道叛國罪的刑罰
嗎？」 fb截圖

●團體昨日到壹傳媒總部門前開香檳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和諧力量」抗議《蘋果日報》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中國成功發射神舟12號載人飛船，航
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昨日順利
進入天和核心艙。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
的空間站，開啟中國航天新時代，這是
國家綜合國力和整體科技水平的集中體
現，港人為國家航天科技發展成就倍感
自豪。香港擁有不俗的基礎科研實力，
多次參與國家航天計劃，國家載人航天
更已做好在香港選拔航天員的準備，點
燃港人投身創新科技、貢獻國家的凌雲
壯志。特區政府要做好參與國家太空探
索的規劃和激勵政策，力促香港建設國
際創科中心取得輝煌成績。

此次神舟12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刷
新中國載人航天技術新高度，創下5個
「首次」，包括首次實施載人自主快速
對接、首次實施繞飛空間站並與空間站
徑向交會、首次實現長期在軌停靠、首
次具備從不同高度軌道返回東風着陸場
的能力、首次具備天地結合多重保證的
應急救援能力等。未來 3 個月，3 名航
天員將在天和核心艙開展機械臂操作、
出艙活動等工作，驗證航天員長期在軌
駐留、再生生保等一系列關鍵技術，開
啟中國航天員常駐太空的時代。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自2003年首次實施
神舟5號載人飛行任務，18年間實現了
從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從艙內工作到
太空行走，從短期停留到中期駐留的不
斷跨越，中國的航天技術按照既定計劃
快速進步，寫下中國飛天逐夢的動人篇

章，展示中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國家
綜合實力與日俱增。

中國明年將再發射「問天」實驗艙和
「夢天」實驗艙兩個艙段，還將有4次
貨運飛船和4次載人飛船發射；中國空
間站計劃於2022年完成在軌建造，具備
實驗能力，轉入應用與發展階段。中國
與聯合國外空司聯合發布的科學實驗徵
求項目，已完成第一批項目遴選，有多
個國家的9個項目入選，中國空間站將
成為造福全人類的太空實驗室 。中國建
設空間站，採取開放、合作、共享態
度，致力成為國際太空合作新平台。

尤令港人欣喜和盼望的是，國家載人
航天工程已做好在香港選拔航天員的準
備。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
平、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航天員系統總設
計師黃偉芬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定
會讓香港的航天員參與到載人航天活動
中來」「我們已經做好在香港選拔航天
員的技術準備」。

香港已多次參與國家重大航天行動，
如香港理工大學容啓亮教授及團隊開發
的「相機指向系統」，獲國家採用參與
「嫦娥三號」、「嫦娥四號」探月勘測
任務，更成為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天
問一號」的關鍵設備。港人有望參與國
家航天員選拔圓夢太空，勢將點燃更多
港人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希望，推動香
港更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
香港創科創新，不斷提升競爭力。

中國航天員常駐太空點燃港人航天夢
警方國安處昨日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

壹傳媒及《蘋果日報》5名高層，保安局亦依法
凍結《蘋果日報》等3間公司的資產。《蘋果日
報》在有關人等的操縱下長期勾連外部勢力，
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偏頗以至不實訊息散
播仇恨，危及國家和香港安全，充分暴露《蘋
果日報》打新聞報道幌子、策動「顏色革
命」的本來面目。特區政府和警方按照香港國
安法對有關人等和機構採取法律行動，是維護
法治、保障國家安全的正義行動，有助香港進
一步撥亂反正，更昭示不論什麼人、其背後有
什麼勢力撐腰，違反香港國安法及有關法律，
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訂明，與外國或者境
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均屬犯罪。警方國安處高
級警司李桂華昨日披露，由2019年至今，《蘋
果日報》有逾30篇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及中
國的中英文文章，有強烈證據顯示上述文章是
串謀計劃的重點，藉以提供口實給外國制裁香
港及中國內地。因此，警方和保安局的執法擁
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包括執行由法院根據香港
國安法發出的法庭手令，搜查《蘋果日報》的
辦公場所，都是依法辦事、維護國家安全的必
要舉措。

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今年「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致辭時強調，「決不能讓
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香港國安法去
年 6 月 30 日出台實施後，發揮止暴制亂的威
力，為香港正本清源，帶來由亂及治的轉機，

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受到香港社會的
廣泛而堅定的支持。但是，《蘋果日報》無視
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威嚴，無視香港主流民意對
恢復法治穩定的強烈訴求，執迷不悟，繼續頂
風作案，配合別有用心的攬炒派政棍抹黑特區
政府，煽動仇恨。《蘋果日報》煽動市民參與
所謂「35+」初選，妄想「攬炒」國家和香港；
不斷發放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制裁中國及香
港特區政府的言論；今年 4 月 15 日 《蘋果日
報》一篇名為「團體倫敦登廣告宣揚『香港民
族』」報道，借新聞報道的名義，替潛逃海外
的「港獨」組織大肆宣傳，明目張膽為「港
獨」勢力張目，明顯違反香港國安法。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蘋果日報》利用新聞
報道煽動和不斷鼓吹「港獨」，散播仇警反中
思潮，是徹頭徹尾危害國家安全的煽惑機器、
動員機器，而非正常的新聞機構。昨日被捕
者，都是《蘋果日報》的董事，對《蘋果日
報》運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與因涉嫌
觸犯香港國安法已被拘押的黎智英一樣，根本
不是新聞工作者，而是替外部勢力效勞、死心
不息反中亂港的棋子。

香港中聯辦昨日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是法治社
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傳媒機構在內概莫
能外，新聞自由不是違法行為的「擋箭牌」。任
何人不論其有什麼樣的職業身份和背景，不論其
背後有什麼樣的勢力支持，違反了香港國安法及
有關法律，都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蘋果日
報》及相關人等利用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危害
國家安全，禍港害民，荼毒年輕人，作惡多端，
最終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依法查處《蘋果日報》保國安護法治彰正義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