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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
安處噚日拘捕

《蘋果日報》前執行總
編輯林文宗，而《蘋果日

報》前副社長陳沛敏同埋兩名
前主筆被警方撤銷保釋，4
人一併被起訴。有唔少網
民都拍晒手恭喜佢哋，
揶揄呢啲惟恐香港不亂
嘅《蘋果》高層終於求
仁得仁，好快會喺赤
柱監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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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慶控告亂港者

◆Dennis Goh：
不要放過任何

一 個 造 謠 煽 動
者，他們破壞香
港安寧，絕對不
可以放過。

◆Simon Hing：
拉得好！一個

都唔好放過！

◆Wah Hero：
清剿餘孽，香港有福。

◆Ho Kuen Wong：
爛苹（蘋）果高層好快

赤柱相聚了。

◆Lee Wk：
反中亂港一個也不能少！支

持國安嚴正執法！

◆Ng Eric：
唔止蘋果「汁」，直情變蘋果「溶」，

溶到渣都無。

◆Taikeung Cheung：
一定要清除所有的反中亂港的黃人香港才會有救！支持

香港警察，「黃人」續（逐）個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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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壹傳媒集團
壹傳媒集團勾外犯罪團夥一覽

勾外犯罪團夥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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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前《蘋果日報》
社論主筆（筆名李平）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外
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

背景：前《蘋果日報》主筆（筆名盧
峯）、英文版總編輯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7.楊清奇（55歲）
7月22日提堂

8.馮偉光（57歲）
7月22日提堂

背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大股東。
2020年12月29日辭任董事會主席兼執
行董事

被控罪行：(1)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2020年7月1日至12月1日期間，
在香港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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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串謀作出
一項或一連串傾向並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罪，於2020年
7月1日至2021年2月15日期間，在香港與其他人一
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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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涉2020

年7月某日至2020年8月23日期間，在
香港與李宇軒、陳梓華及其他人串謀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即在李宇軒
被拘捕後，協助他離開香

港。案件將交付高
院審理。

1. 黎智英（73歲）
還柙監房候審

背景：前蘋果動新
聞平台總監
涉嫌干犯罪行：串謀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

6.張志偉（53歲）
保釋候查

5.羅偉光（47歲）
還柙監房候訊

背景：前《蘋果日
報》董事、總編輯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

背景：前《蘋果日報》
董事、副社長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外

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

4.陳沛敏（女，51歲）
7月22日提堂

3.周達權（62歲）
保釋候查

背景：前壹傳媒集團執行董事、
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
涉嫌干犯罪行：串謀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背景：前壹傳媒集團執
行董事、行政總裁兼

《蘋果日報》社長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

2.張劍虹（58歲）
還柙監房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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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追查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壹傳媒集團犯罪團夥，並再度採取拘控行動。昨晨，警方

國安處拘捕《蘋果日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同時撤銷該報前副社長陳沛敏及兩名前主筆

的保釋安排，並於昨晚一併起訴4人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4人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截至目前，

壹傳媒集團已有9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被拘捕，暫有7人被起訴，其中創辦人黎智英等3人

早前已還柙監房候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今年6月17日對涉嫌干犯香
港國安法的壹傳媒眾高層採取第二波行動，並

從中不斷蒐集證據和線索。昨晨6時許，探員在西貢
一處住宅，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拘捕《蘋果日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
宗，並持法庭手令搜查其住所，其後將他押到長沙
灣警署扣查。
51歲的林文宗是前總編輯羅偉光的副手，在羅偉
光被捕後負責主持《蘋果》出版，直至上月24日該
報停運後，林文宗也辭職。

涉國安罪9人 今7人落案
同時，在警方第二波行動中被捕的《蘋果日報》
前副社長陳沛敏、前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及前
英文版執行總編輯、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峯），此
前獲警方批准保釋候查，其中陳沛敏原定9月中到警
署報到，楊清奇和馮偉光則在本月底向警方報到，
但三人昨日再度被警方拘捕，並撤銷他們的保釋安
排。其中，陳沛敏被帶返秀茂坪警署，馮偉光被扣
留在灣仔警署。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在徵詢律政司意見
後，於昨晚落案起訴林文宗、陳沛敏、
楊清奇、馮偉光4人「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
十九條，今晨在西九龍
法院提堂。
今年6月17日，

警方國安處以串
謀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
罪拘捕壹

傳媒5名高層，包括集團前執行董事、行政總裁
兼《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前執行董事、營
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前董
事、副社長陳沛敏，前總編輯羅偉光和前新聞
平台總監張志偉。6月23日，警方再拘捕《蘋
果日報》前社論主筆楊清奇，至6月27日拘捕
前主筆、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行動中凍
結蘋果日報及相關公司共1,800萬元資產。
其中，張劍虹、羅偉光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6
月25日已被落案控以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控罪指被告於2020年7月1日
至2021年4月3日期間，在香港與黎智英及其他人
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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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早前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提堂，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兩
人保釋，和其主子黎智英一樣，同須還柙候訊。 9.林文宗（51歲）

7月22日提堂

背景：前《蘋果日報》
執行總編輯
被控罪行：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

內地河南省多地連日遭遇極端強降雨，省會鄭州更發生千年不
遇嚴重內澇，市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本港英皇集團和多位
社會人士、演藝明星等第一時間捐款賑災，民建聯等政團亦紛紛
通過不同方式為災區祈福加油。港人與內地受災人民同憂戚，馳
援救災行動迅速，再次展現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大愛之心，彰顯
港人愛國情懷。

河南多地暴雨「傾城」、水淹鄭州，鄭州地鐵停運，河南多條
高速路封閉。河南遭遇罕見水災，港人心焦關切，第一時間伸出
援手行動。英皇集團宣布，捐贈逾千萬人民幣支援河南防汛搶險
救災工作；多名港區政協委員亦捐出百萬善款賑災；眾多立法會
議員向河南同胞們送上溫暖慰問、摯誠祝福；民建聯、工聯會、
自由黨、經民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僑
界社團聯會等祈願暴雨停歇、河南百姓平安，為河南加油。香港
各界支援河南救災，與全國各地的馳援匯成合力，香港的揪心牽
掛、溫暖關切、鼓勵支持，與神州大地的「河南挺住」一起，成
為中華大地最美大合唱。相信有港人在內的全國同胞鼎力相助，
河南及鄭州一定能夠渡過難關、歷劫重生。

長期以來，大多數港人對內地發生災害感同身受，每次皆不
遺餘力馳援，無論是華東水災，還是汶川地震，香港各界都踴
躍捐錢捐物、傾力相助，留下無數令人熱淚盈眶的故事。雖然
受近年的「泛政治化」、「去內地化」干擾，一些港人的家國
情懷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但如今香港已撥亂反正，港人更珍惜
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此次香港各界迅速發起支援河
南的救災行動，再次彰顯了香港與內地同聲同氣、同舟共濟的
血肉之情。

港人重拾援助華東水災、汶川地震的怦然心動、熱淚盈眶的美
好記憶，延續血脈相連、憂患與共的家國情懷，這是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堅實人心基礎，也必將為香港發展提供更堅強後
盾。有國家的支持，與全國人民風雨同舟，港人未來無論面對任
何滔天巨浪都不會彷徨無助，一定能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
戰勝一切風險挑戰，與全國人民一起信心十足邁向民族復興。

港人向鄭州伸援手 彰顯血肉情深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期盼，在

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時，香港在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之外，會增添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
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將成為
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應該也可以大有可為。香港
一方面應該大力發展、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另一方面
更要充分利用香港中外合作橋樑的特質，充分發揮「香
港所長、國家所需」的作用，與大灣區中心城市共同打
造國際一流創新科技中心、中醫藥中心、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等「新桂冠」，為東方明珠增添新的光芒。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發展一日千
里，對香港而言，挑戰和機遇並存，而且機遇大於挑
戰。不可否認，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優
勢均面臨不可低估的挑戰，例如上海、深圳、新加坡的
金融業快速發展，對香港形成亦步亦趨、甚至後來居上
的競爭壓力；世界經濟重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東移」趨
勢日益清晰，內地港口硬件設施持續改善，去年上海的
國際航運排名已超越香港、躋身全球前三，若以貨櫃吞
吐量衡量，香港更被寧波、青島等內地港口城市「爬
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激烈競爭，香港不可
能迴避，更不能吃老本聽天由命，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新
求存、自強不息。

香港首先要把握時代發展脈搏，把自己的優勢做大做
強。例如全球各國積極開發數字貨幣，金融數字化乃大勢
所趨，香港當然要順應潮流急起直追，及早做好發展數字
貨幣的金融基建，並且進一步優化內地創新科技企業來港
上市集資的機制，既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家金融市場開
放的需要，又保障國家金融系統安全，促進香港金融多元
化發展，鞏固並且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作

為國際航運中心，航運產業不應局限於貨櫃碼頭運作，更
應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及香港法治健全、獲國際認同的
優勢，大力發展海事金融、海事保險、海事仲裁等高增值
航運服務業，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新的桂冠，其實端倪早現。「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
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積極推進高質量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給香港帶來重大歷史機遇。香港作為內地和海
外的超級聯繫人，資訊自由流通，擁抱國際和內地最新的
科技發展成果，善用香港的基礎科研實力雄厚、與國際市
場制度高度接軌的優勢，結合內地先進製造業的提升，完
全可以打造與內地互利雙贏、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創科新
產業；生物醫藥研發製造亦是香港的強項之一，香港醫藥
製造的標準、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廣泛認同，可積極為中醫
中藥制訂國際認可的標準，推動中醫中藥現代化和國際
化，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

香港作為現代化國際大都會，文化發展不可或缺。
「十四五」規劃也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這既是中央對香港在國際藝術文化交流貢獻
的充分肯定，也為香港發展明確新定位、培育新優勢。
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僅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
強勁動力，而且有助於提升中華文化在香港的認知度和
認可度，增強香港市民的愛國精神，增強香港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香港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在未來發展中增添新桂冠，
目標應該相當清晰，接下來的關鍵是愛國治港者要勇擔
當、敢碰硬、善作為，既要從國家和香港發展的大局思
考問題，為香港發展布局謀篇，更要坐言起行、真抓實
幹，善於履職盡責，衝破制約發展的利益藩籬，用實際
行動、工作成效為香港創造新氣象新風貌，不負中央和
港人的期望。

東方明珠的發展新桂冠，如何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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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夏寶龍講話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