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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裁員   陳國強、王雪紅慘賠

TVB裁員約350人
根據《自由時報》與《中央社》

引述港媒的報導，TVB的行政總

裁李寶安向員工發出通告，聲稱示

威衝突已持續超過半年，所有企業

在面對嚴峻情況都有責任來採取措

施，致使營運得以持續發展，因此

TVB需要重組部分業務流程，來

增加成本效益；也表明，除了藝員

外，現時 TVB約 3500名的員工

中，約達一成人手將受到影響，而

公司最快將於年底前通知大部分受

影響的員工，並依法賠償以及發放

特別酬金。

陳國強、王雪紅出清股
票慘賠近80%？
有傳聞表示，TVB董事局主

席「殼王」陳國強決定要全數出脫

持股，掛冠求去，而由他一手引

入的台灣女富豪王雪紅亦將同進

退，甚至有傳聞表示兩人雖然入主

TVB九年，如今卻慘賠近 80%。

王雪紅 16日出席研討會，面

對媒體詢問，她對於外界傳說香港

TVB股權將有所變動一事是否知

情，王雪紅僅低調回應，「去問陳

文琦」。對此，身為王雪紅之夫，

同時亦擔任著台灣 TVBS董事長

的陳文琦對外則駁斥慘賠傳聞

然而，有港媒 16日引述知情

人士報導，TVB的主要股東之所

以有意退出經營，原因在於大股東

之間的意見不合等因素。據悉，

TVB因為 2015年有「中國梅鐸」

黎瑞剛加入，導致內部對公司的發

展方向出現了意見分歧，將來恐致

高層變動。因此，數度在董事會上

傳達退休意願的陳國強，在兩年前

於空難中脫險後，去意倍增，近期

則是在無心戀戰之下，決定要出售

全部持股，並與由他領入TVB的

王雪紅一起退出經營。

報導預料陳國強將在短期內公

布，最快於 2020年 1月卸任香港

電視廣播董事局主席職務。只是，

雖說陳、王 2人投資TVB數年，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

導】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簡稱：TVB，或稱香港無線電視）
16日宣布將裁減一成員工，大約
350人。而稍早前傳出該公司董事
局主席「殼王」陳國強與台灣女富

商王雪紅都有意要退出經營。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

導】自台灣網紅「波特王」公佈

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合拍的影

片，遭到大陸方面封殺，不僅爆

出大陸合作廠商要與其解約，連

他有上百萬粉絲的微博帳號也憑

空「消失」。有網友披露，與波特

王合作的陸商老闆是中國第一網紅

「Papi醬」。但繼續追蹤發現，

與波特王解約的陸商背後最大金主

是「光大集團」，該集團聽命於中

國國務院。

波特王是台灣高雄市 5月觀

光代言人，他日前與總統蔡英文合

拍影片後，短短 2天時間在臉書

上創下 200萬次的高流量點閱。

然而，波特王 15日在臉書披

露，先前已和中國新媒體合作方，

要求不要干涉創作內容，但「今天

他們不只干涉還過頭了，他們的重

點放在總統兩個字都不能出現」 ，

這讓他和他合作夥伴沒辦法接受。

根據波特王提供的對話紀錄

顯示，中方除要求波特王刪除「總

統」一詞，也要求波特王將影片刪

除，並指波特王是「台獨」，「這

個（指與蔡英文合作所拍的影片）

非常嚴重」。

據台灣《聯合報》報導，波特

王中國合作者為「徐州自由自在網

路科技公司」，又名 papitube，

創辦人是中國第一網紅「Papi醬」

（本名姜逸磊）。

根據中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

公示系統資料顯示，該家公司在

2016年自徐州春雨聽雷網絡科技

更名，法定代表人為楊銘。楊銘目

前也是 Papi醬所屬公司「泰洋川

禾」的執行長。

公開資料顯示，泰洋川禾全

稱泰洋川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其前身是明星 Angelababy（楊

穎）工作室，後於 2014年底成

立，目前泰洋川禾合作的藝人包括

Angelababy、周冬雨、李易峰，

謝娜等藝人。楊銘不僅是該公司執

行長，也是 Papi醬的中央戲劇學

院同學。

值得注意的是， 泰洋川禾

2017年 4月宣布獲得由光大金控

旗下印紀光大文化產業基金領投的

1.2億元 A輪融資。也就是說，泰

洋川禾背後是中國光大集團。而光

大集團與中共關係密切。投誠澳洲

的共諜王立強所指控的諜報機關

「中國創新投資公司」就是由設於

北京的「中國光大集團」所掌控。

波特王与蔡英文拍片遭合作方解約

的發展方向，是為了應對國內可能

發生的經濟危機。

不過，事實上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是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

都難以替代的。天鈞政經團隊此前

曾發表分析文章：過去三年，中國

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是中

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內地是香

港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是香港

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香港是中國內

地的第四大貿易夥伴，香港是美國

的第十九大貿易夥伴、第九大商品

出口地。香港作為自由港和自由貿

易區，中國內地可以依靠香港承接

轉口訂單。

現在，澳門離替代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又遠一步。 12月 16

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宣布將

澳門信貸評等展望從「穩定」降至

「負面」，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

等（IDR）則維持「AA」級，原因

是澳門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等各

方面日趨同化。

惠譽解釋，將澳門評等展望

下調，是因為澳門與中國大陸在

經濟、金融及社會政治的聯繫日

趨緊密，導致兩地的主權評等也

趨相彷。今年 9月，惠譽下調香

港 IDR 評等，由「AA+」降至

「AA」，也是基於同樣原因。惠譽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

祝澳門回歸 20週年大會，並視察

澳門。北京當局近日做出了多種表

態，以體現中央政府和澳門政府的

緊密關係。

《路透社》12月 12日的一篇獨

家報導披露，習近平會在出席澳門

的慶祝儀式時宣布一系列新政策，

使得澳門在賭博業基礎之上，發展

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知情人士

透露，這些政策包括在澳門建立以

人民幣計價的證券交易所、加快構

建人民幣結算中心、加入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等等。此外，中央政

府還將劃設毗鄰澳門的廣東珠海的

一部分土地，供澳門進行開發。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美國普

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分

析說，北京在香港「反送中」運動

愈演愈烈的情況下，試圖引導澳門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

道】香港今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

大勝，有多位「政治素人」擊敗

建制派大佬，荃灣愉景選區的

劉卓裕打敗尋求連任的雙料議

員、實政圓桌田北辰。

43歲的劉卓裕是公關公司

行政總裁，去年為其大嫂、九

巴女車長葉蔚琳擔任工業行動

幕後軍師。促使他真正下決心

參政，正是這場歷時已超過半

年的反送中運動。

一次參加在機場的「和理

非」運動，令他痛下決心：「我

看到一個 20歲左右的女孩，

她很緊張，她很想將自己手上

的那些傳單給那些旅客，很想

讓旅客知道到底香港發生了什

麼事。當時我就很感動，我就

在她面前哭了出來。我說在 20

多年前，我沒有幫到你們去爭

取，現在你們要用這種方法，

還要這麼辛苦才會爭取到。所

以我決定走前多一步，為這個

社會和社區服務。」

今年 7月，他成立社區組

織「荃民議政」，加入民主派協

調機制民主動力，出戰今屆區

議會選舉荃灣愉景選區。選擇

荃灣是因為自己在該區長大，

住在這裡，讀中學，讀小學「所

以對這裡是很有感情，所以想

在這裡出選」。

劉卓裕坦言決定參選後，

最初感到很後悔，因為沒想到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挑戰，首先

是遇到六大威嚇，包括有網絡

打手、起底、電話騷擾、抹

黑、跟踪和恐嚇：「有一天趙家

賢區議員被人砍傷了耳朵，我

早上 6點鐘就起床準備去做街

站的時候，家裡人看著我，你

真是出去啊，你不會覺得有危

險嗎？我當時說沒事的就出去

了，但是其實是很怕。」

憑什麼勝出？劉卓裕認為

自己有多方面的優勢，一是天

天落區：「很多市民都說，早

上看到你， 上也看到你。那

個勤奮和本身的感染力是很足

夠的」。另外，本身是專業人

士，可以提供給居民專業的意

見，同時對商界、政界，甚至

地產、體育、音樂、娛樂界都

有人際網絡，可以幫助社區的

居民。再加上今次的反修例風

波，催生了很多人來投票，建

制派鐵票就不成效。

當選翌日劉卓裕謝票時，

他說有近 20名街坊哭着跟他打

氣，要他到理大救學生，令他

深受觸動。

還表示，澳門目前的 IDR評等較

中國大陸的 A+仍高兩級，是因為

澳門的治理、法治、經濟政策架構

及商業和監管環境仍然與中國大陸

不同，但隨著香港的社會事件及粵

港澳大灣區等政策公布，可以預見

中國大陸將更緊密地將澳門及香港

加快融入國家管治體系。

惠譽在 11日發表報告稱，目

前沒有證據顯示社會動盪會損害香

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動

盪削弱外界對香港管治能力的評

價，和作為穩定國際商業中心的認

知。報告顯示，香港短期經濟前景

將持續惡化，預計今年經濟成長將

萎縮 1.5%，包括旅遊、零售、酒

店、餐飲和航空運輸等行業都將受

重挫；房地產交易量也已下跌，房

價已從 5月的高點下跌近 5%。

但報告指出，阿里巴巴近期在

港交所上市，突顯了香港作為中國

企業離岸金融中心的角色，且隨著

中美地緣政治衝突加劇，以及中國

強化對資本帳的限制，香港這一角

色將更加鞏固；儘管社會動盪，香

港今年的股本與債務募資水平和前

3年大約保持一致；從銀行存款、

商業登記和工作簽證等數據來看，

都顯示香港作為全球商務中心的角

色並未減弱。

澳門離替代香港 又遠了一步 素人劉卓裕 擊敗建制大佬

【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12月20
日是澳門主權移交20週年，北京
當局有意把澳門打造成一個金融中

心，並以此替代香港的國際地位。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宣布將澳門

信貸評等展望從「穩定」降至「負

面」。綜合來看，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仍無可替代。

如今估算恐怕是慘賠 78%。報導

還表示，TVB最大股東是持有

26% 股權的 Young Lion（YL）

財團，而陳國強則持有 TVB股

權 6%，王雪紅則是持股逾 10%，

黎瑞剛為首的「華人文化集團」

（CMC）則是持股 79％。

倘若陳國強、王雪紅兩人出

清股權，陳將可進帳約 8200萬港

幣，王則進帳約 1.4億港幣；假設

陳、王兩人的持股量維持不變，

入主 TVB九年估計約損失 78％

的投資金額。此外，由於陳、王

兩人擁有大多數的表決權，因此

一旦陳國強決定退股，就得再找

一個符合資格的香港人來擔任無

線電視持牌人。

TVB屢遭質疑新聞真偽
據港媒報導，在逾半年的反

送中運動中，TVB屢屢遭受質

疑其報道手法偏頗，同時被戲稱

為「CCTV-B」。先前亦發生香

港網民因為不滿 TVB對於反送

中的相關報導，而發起罷看與抵

制等活動，進而影響 TVB的收

視率。甚至有示威者呼籲群眾抵

制在 TVB播出廣告的店家，據

傳有部份廣告商因此選擇暫停在

TVB投放廣告。

16日 出香港TVB 裁 350人。(ROBERT SCOBLE/WIKIPEDIA/CC BY 2.0）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一名香港男子 13日經港珠澳大橋

穿梭巴士前往澳門，在東人工島

被大陸公安帶走一事，震驚港澳

居民。對此港府回應，大陸公安

在該處有執法權，做法沒有問題。

事實上，港珠澳大橋啟用

前，港澳珠政府曾簽訂「三地三

檢」安排，分別在口岸辦理出境

及入境手續，三方不得干涉他方

安排，無權在對方口岸執法；東

西人工島，不設立安全檢查站，

理論上任何一方執法人員都不應

在該島上執法。

《立場新聞》報導，署理行

政長官張建宗今早見記者，稱

「三地三檢」和「屬地原則」是

不同的概念，並指由於有國家領

導人訪問澳門，所以東人工島安

檢站都是「臨時性質」。

保安局表示，「大橋主橋的

執法由內地相關政府部門按內地

法律執行，內地政府有權在東人

工島上採取執法行動。」

《明報》報導，《港珠澳大橋

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三地政

府協議》只提到「屬地原則」，

即各地在屬地內按其法律執法，

另列明口岸實行「三地三檢」，

無說明內地部門可設關卡截查或

拘捕前赴澳門的乘客。質疑保安

局的說法並不成立。

民主黨涂謹申也指出，三

地政府協議「三地三檢」，訂明

「中間經過內地地方，內地都不

會行使司法管轄權」，但大陸公

安突然在東人工島設安檢站，如

同設置「送中陷阱」，做法無異

於違背過去承諾及共識，令國際

社會對使用大橋的信心降低。

港男赴澳被送中 港府撐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