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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長考慮調查員報告 基於公眾利益入稟

獲委任調查壹傳媒事務的審查員獲委任調查壹傳媒事務的審查員

陳錦榮陳錦榮，，早前向早前向財財政司司長提交中政司司長提交中

期報告期報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過

中期報告後中期報告後，，基於公眾利益基於公眾利益，，昨日昨日

已按已按《《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賦予的權力賦予的權力，，向向

原訟法庭提交將壹傳媒清盤的呈原訟法庭提交將壹傳媒清盤的呈

請請。。同時同時，，證監會亦相信將壹傳媒證監會亦相信將壹傳媒

清盤符合公眾利益清盤符合公眾利益。。多名政法界人多名政法界人

士昨日接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有關行動有助保障投資者有關行動有助保障投資者的根本利的根本利

益益，，合法合情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值得支持值得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鄭治祖

壹傳媒重要事件時序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文
匯
報
資
料
庫

整
理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蕭
景
源

2020年8月10日 警方國安處以涉嫌
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欺詐等罪名，拘捕
黎智英三父子、壹傳媒四名高層，同日
200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蘋果大樓

2021年5月14日 保安局凍結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其
名下3間私人公司在4個銀行戶口內的
資產

2021年5月26日 壹傳媒稱，凍結財
產對黎智英向壹傳媒提供的貸款「概無
任何影響」，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少
18個月營運資金將保持足夠

2021年6月17日 警方國安處以涉嫌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罪名，拘捕
壹傳媒、蘋果日報共5名高層，凍結蘋
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的1,800萬元資產，
同日搜查蘋果大樓

2021年6月24日 《蘋果日報》最後一
天出版；《壹週刊》凌晨零時前結束營
運；員工未有離職安排，逾800人受
影響

2021年6月25日 壹傳媒預告未能於
6月30日前刊發截至3月31日止年度的
初步業績

2021年7月22日 壹傳媒稱在2021年
4月1日償還大股東黎智英的股東貸款
1.5億元，導致未經審核的銀行及現金結
餘減至2021年5月31日約3.378億元

2021年7月28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基於公眾利益及維持香港上市公司制度
的聲譽，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陳
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事務

2021年8月18日 首批14名前員工到
勞資審裁處向蘋果日報印刷追討共約
450萬元；資方代表簽署承認責任同意
書，但註明公司無力支付相關金額

2021年9月14日 科技園入稟指蘋果
日報印刷違反租約，要求法庭下令該公
司清空及歸還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物業
並作出賠償等

2021年9月28日 審查員陳錦榮持法
庭搜查令進入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搜證

2021年9月29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出於公眾利益，向原訟法庭提交將壹
傳媒清盤的呈請

由由亂港黑手黎智英創亂港黑手黎智英創
辦辦、、現已停牌的壹傳現已停牌的壹傳

媒媒，，因相繼爆出違反租契因相繼爆出違反租契、、提前向黎智英償還提前向黎智英償還
11..55億元股東貸款億元股東貸款、、拖欠逾拖欠逾800800名員工薪金等不尋常名員工薪金等不尋常
操作操作，，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有誤導公眾及小股東行為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有誤導公眾及小股東行為，，
甚至涉及欺詐罪行甚至涉及欺詐罪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今年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今年77
月月2828日經考慮公眾利益日經考慮公眾利益，，根據根據《《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第841841((22))
和和((33))條條，，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陳錦榮為審查員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陳錦榮為審查員
調查壹傳媒的事務調查壹傳媒的事務。。陳錦榮前日持法庭搜查令進入將陳錦榮前日持法庭搜查令進入將
軍澳壹傳媒大樓搜證協助調查工作軍澳壹傳媒大樓搜證協助調查工作。。
根據政府公布的資訊根據政府公布的資訊，，陳錦榮本月陳錦榮本月1414日提交了一日提交了一

份中期報告份中期報告，，財政司司長考慮後認為出於公眾利益須財政司司長考慮後認為出於公眾利益須
將壹傳媒清盤將壹傳媒清盤，，決定向法院提交呈請決定向法院提交呈請。。根據根據《《公司條公司條
例例》》第第879879((11))條條，，當某法人團體可根據當某法人團體可根據《《公司公司（（清盤清盤
及雜項條文及雜項條文））條例條例》》清盤清盤，，而財政司司長按任何指明而財政司司長按任何指明
材料而覺得為公眾利益材料而覺得為公眾利益，，可以提出將它清盤的呈請可以提出將它清盤的呈請。。

證監信清盤符公眾利益證監信清盤符公眾利益
另方面另方面，，證監會亦按證監會亦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對壹傳對壹傳
媒進行廣泛查詢媒進行廣泛查詢，，並將從中取得與呈請有關的重要並將從中取得與呈請有關的重要
資料和證據交予財政司司長資料和證據交予財政司司長。。證監會根據所得資料證監會根據所得資料

和證據和證據，，也相信將壹傳媒清盤符合公也相信將壹傳媒清盤符合公
眾利益眾利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法學教授傅健慈健慈昨日昨日
指出指出，，壹傳媒是反中亂港的推手壹傳媒是反中亂港的推手，，涉嫌收受黑金涉嫌收受黑金，，為為
「「港獨港獨」」分子撐腰分子撐腰，，唱衰內地和香港唱衰內地和香港，，製造機會給外製造機會給外
國制裁內地和香港等國制裁內地和香港等，，其心可誅其心可誅。。財政司司長根據財政司司長根據
《《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賦予的權力賦予的權力，，基於公眾利益向原訟法庭基於公眾利益向原訟法庭
提交壹傳媒清盤的呈請提交壹傳媒清盤的呈請，，旨在撥亂反正旨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正本清源，，
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障投資者的根本利保障投資者的根本利
益益，，這是合法合情合理這是合法合情合理，，意義重大意義重大，，值得支持值得支持。。他強他強
調即使壹傳媒清盤調即使壹傳媒清盤，，都不可以逃避法律責任都不可以逃避法律責任，，一定要一定要
追究到底追究到底，，促請執法部門徹查促請執法部門徹查，，把相關的違法分子繩把相關的違法分子繩
之以法之以法。。

法政界促查違法行為法政界促查違法行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表示，，壹傳媒事件已經壹傳媒事件已經

拖拉多時拖拉多時，，曾爆出曾爆出「「有錢不出糧有錢不出糧」，」，員工追糧得直員工追糧得直
無果等令人氣憤的個案無果等令人氣憤的個案。。他認為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香港作為國際大
都會都會，，壹傳媒又自稱為傳媒企業壹傳媒又自稱為傳媒企業，，沒有理由賴皮沒有理由賴皮，，
壹傳媒也非壹傳媒也非「「大晒大晒」，」，必須作出明確的交代和提出必須作出明確的交代和提出
清晰的處理安排清晰的處理安排，，今次財政司司長出手呈請將壹傳今次財政司司長出手呈請將壹傳
媒清盤媒清盤，，冀有關方面冀有關方面「「揸正嚟做揸正嚟做」，」，不要姑息違法不要姑息違法
行為行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表示，，財政司司長行使了財政司司長行使了

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賦予的權力，，執行了自己應做的工作執行了自己應做的工作。。她強調她強調，，
相信事件未完結相信事件未完結，，若證實壹傳媒有其他違法行為若證實壹傳媒有其他違法行為，，不不
可因清盤可因清盤、、離職或結業等舉動離職或結業等舉動，，就可以逃過一切的法就可以逃過一切的法
律責任律責任，，冀執法部門有足夠證據時冀執法部門有足夠證據時，，立即採取行動立即採取行動，，
不能姑息不能姑息。。
立法會建築立法會建築、、測量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

表示表示，，今次財政司司長是基於公眾利益的理由今次財政司司長是基於公眾利益的理由，，而作而作
出適當的行動出適當的行動，，即使壹傳媒被清盤即使壹傳媒被清盤，，亦不代表壹傳媒亦不代表壹傳媒
就可以逃避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責任就可以逃避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責任，，執法部門仍執法部門仍
然需要追查到底然需要追查到底，，並嚴正執法並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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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文）壹傳媒小股東、
投資者權益關注組召集人陳仲翔昨日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歡迎及尊重財政司司長依法行使要求將
壹傳媒清盤的權力。作為壹傳媒小股東，他認為
這一清盤行動無疑是判公司「死刑」，估計小股
東將無可避免損失購買股票的全部本金。他認同
投資者該自行承擔投資風險，此案例如同為小投
資者上了一課。按壹傳媒停牌前股價計，散戶持
股市值約2.19億元。

促證監公布調查進度
陳仲翔表示，對壹傳媒在停牌前，曾在開市前
的競價時段出現幾十倍升幅的誇張「嘜價」，證
監會宣布介入調查。然而到今天壹傳媒面臨清盤
之際，證監會仍未公布調查結果，他對此感到困
惑及難以釋懷。他期望，證監會應立即公布其調
查進度，以及於清盤前完成調查報告，還小股東
及市場一個明白。
有會計師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由於壹傳媒經營
不善，長年虧蝕負債纍纍，公司清盤後，未知在
償還債務後還會剩下多少資金，預計小股東能取
回投資的機會極微。他表示，財困或停牌的上市
公司一日未清盤，都可以引入「白武士」拯救，
既可選擇賣盤，亦可選擇將股票復牌，並透過股
本融資解困。但政府目前呈請將壹傳媒清盤，等

同宣布該公司「無得救」。他認為，政府今次以
「公眾利益」對壹傳媒提出清盤呈請，估計是政
府在了解壹傳媒賬目後，認為需要保存資產來為
持份者提供最大利益，故才有此舉動。
按正常程序，法院將委派一個臨時清盤人，接

管公司及保存資產。如果未能及時找到白武士接
手，清盤人將出售資產，並按法律規定的次序
「分錢」，首先是支付清盤人的薪酬，然後向政
府交稅及繳清欠款，之後是支付員工欠薪；再次
便是償還債務，首先償還的是優先債、有抵押的
銀行貸款等，之後便是應付一般欠款。最後有餘
款才會分給股東，所以小股東能夠取回投資的機
會是極微的。

接管台資產需台確認
壹傳媒旗下台灣《蘋果日報》目前仍營運網上

新聞業務，假如壹傳媒遭接管，臨時清盤人可以
委託台灣律師，透過當地司法程序，確認香港法
院的法令，從而讓臨時清盤人可以接管在台灣的
業務和資產。另一個方法，是臨時清盤人以股東
身份，委任董事進入台灣子公司，以達到處理當
地業務的目的。
壹傳媒自今年6月17日起停牌，停牌前報0.29

元，市值7.56億元，按大股東黎智英持有71.26%
股權計，散戶持股市值約2.1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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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2億元股票恐變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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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壹傳媒被被呈請清盤呈請清盤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文森文森））壹傳媒停壹傳媒停
止運作多月止運作多月，，一直拖欠一直拖欠800800多名員工薪金多名員工薪金
及遣散費等及遣散費等，，金額達金額達33,,000000萬元萬元。。工聯會工聯會
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昨日接受香港文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匯報訪問時表示，，壹傳媒被清盤後壹傳媒被清盤後，，被被
欠薪的員工可按程序申請破產欠薪保障欠薪的員工可按程序申請破產欠薪保障
基金基金，，討回公司所拖欠的工資討回公司所拖欠的工資、、遣散費遣散費
及代通知金等及代通知金等。。

欠薪欠假期欠薪欠假期上限上限44..66萬萬
丘燿誠認同丘燿誠認同，，破欠基金只能為僱員提供破欠基金只能為僱員提供
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年資長或高薪的員工或未能討年資長或高薪的員工或未能討
回全部欠款回全部欠款，「，「因為每一位員工拿到的基因為每一位員工拿到的基
金保障是有上限的金保障是有上限的，，例如欠薪例如欠薪，，每人最多每人最多
只能討回只能討回33..66萬元萬元；；未放年假及法定假日補未放年假及法定假日補
償償，，每人最高只能討回每人最高只能討回11萬多元萬多元。」。」他表他表
示示，，政府申請將壹傳媒清盤政府申請將壹傳媒清盤，，是保障部分是保障部分
員工的權益員工的權益；；否則若壹傳媒遲遲未清盤否則若壹傳媒遲遲未清盤，，
員工就無資格申請破欠員工就無資格申請破欠。。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則表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則表

示示，，雖然壹傳媒被清盤雖然壹傳媒被清盤，，但政府一定會給但政府一定會給
予壹傳媒員工基本的保障予壹傳媒員工基本的保障，「，「肯定唔會丟肯定唔會丟
低佢哋唔理嘅低佢哋唔理嘅，，最基本嘅要畀返員工嘅補最基本嘅要畀返員工嘅補
償償。」。」他認為壹傳媒被清盤對社會是好他認為壹傳媒被清盤對社會是好
事事，「，「大股東做咁多危害香港大股東做咁多危害香港、、危害國家危害國家
嘅事嘅事，，政府一定要處理佢哋政府一定要處理佢哋」，」，他並表示他並表示
政府一定要徹查壹傳媒政府一定要徹查壹傳媒，「，「斬草要除根斬草要除根，，
希望政府快啲清理希望政府快啲清理。」。」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
法正在還柙法正在還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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