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多名貨櫃碼頭工人聲稱15年來只
加1次薪，昨晨在葵涌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公司抗議，要求加薪17%，期間企圖衝入6
號碼頭禁區內，且與保安員推撞引致5人傷
，又一度堵塞迴旋處令交通癱瘓。公司批
評參與事件的職工盟、工會成員等，擅闖
港口設施做法違反碼頭規例，影響香港作
為國際航運中心的聲譽。勞工處已派人斡
旋，至昨深夜工人繼續靜坐，計劃通宵留
守。

本報記者劉柏裕

職工盟組織癱貨櫃碼頭
加薪談判失敗 百工人通宵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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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首屆北京農
業嘉年華 「萬名青少年歡樂
行」活動正式啟動，北京市
昌平區副區長蘇衛東出席啟

動儀式。活動以 「美麗綻放的青春，欣欣向榮的農業
」為主題，通過參觀草莓園、草莓知識大比拼、教孩
子們種草莓等等一系列活動，讓中小學生感受現代農
業科技和農業文化魅力，加強對人與自然、人與農業
、綠色農業與生態農業關係的認知。

京逾四萬遊客匯聚昌平
首屆農業嘉年華在京開幕不到一周，逾四萬遊客

從四面八方湧入昌平草莓博覽園。據了解， 「萬名青
少年歡樂行」將帶領孩子們參觀草莓園，由園藝師給
孩子們講解草莓的生長過程，同時教孩子們認識有機
草莓的品種。

昨天筆者乘坐公交車前往農業嘉年華舉辦地，途
中被議論最多的便是 「農業嘉年華」。一對年輕夫婦

坐了兩個半小時的公交車想去 「淘」一支印有兩人合
影的紅酒留作紀念；一群可愛的學生被草莓炫舞音樂
節吸引前往；還有很多老人是為一睹奇瓜異果的。

從萬壽路趕來的張金文正在為DIY蛋糕的女兒拍
照。張先生告訴筆者，以前也常帶家人來昌平採摘草

莓。 「嘉年華的活動非常豐富，尤其是互動性、參與
性強，不僅鍛煉孩子的動手能力，重要的是多讓她長
見識，培養興趣。」據了解，一下午的光景，他們不僅
DIY蛋糕還參與番茄實驗室的自製碳酸飲料等活動。

草莓擂台賽周六開賽
筆者看到黃綠相間的 「頑皮小孩」、麥克風形狀

的南瓜、拇指大小的西瓜、用大蒜堆成的蘑菇。形狀
各異的蔬菜瓜果簡直 「萌」翻天。本周末北京農業嘉
年華將舉辦中國精品草莓擂台賽，全國主要草莓產地
各品種優質草莓匯聚昌平打擂爭優，同時還將組織優
質草莓現場展示。

筆者走進創意農業體驗館，著名魔術師胡金玲正
在表演魔術，只見她將三隻杯子裡的紅色、藍色、綠
色的沙子倒進魚缸融入水中，神奇的是，魚缸裡的水
在她的 「魔手」下又變成了沙子流入杯中。

「芽菜世界」展廳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裡，從
浸種池浸泡種子，到催芽池進行催芽，然後到盤子擺

放、上架展示在 「芽菜世界」裡，現代化芽苗菜的生
產過程全透明地展示在遊客面前。現場
還放置了一個芽苗菜榨汁機，
利用小麥作為原料榨汁
。工作人員將小麥苗直
接榨汁，送給遊
客品嘗。

【系列報道五】

文 李銳

萬名青少年樂享

▲一位家長帶孩子在北京昌平 「農業嘉年華」
上製作五穀貼畫 資料圖片

▲小朋友在家長的指導下體驗飛機遊戲噴灑農藥
李銳攝

港聞責任編輯：黃穎華

市民關注官員地產商廉潔度
【本報訊】廉政公署在去年10至11月訪問逾1500名市

民，了解他們對香港廉潔的意見。調查發現，98.8%的受
訪者認同保持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發展重要，當中大部分
受訪者認為，保持社會廉潔有助維護公平及公正、有利於
經濟及商貿發展及有助吸引外國投資。

就貪污問題，調查顯示，20%受訪者最關注的界別是
政府官員的消息，其次是地產界及建造／工程界，主要原
因是有關界別影響民生和涉及公眾利益。對貪污的容忍度
，以0分代表完全不能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
訪者的總平均分為0.8分，反映市民對貪污接近絕不可容
忍的程度。而79.2%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對懷疑貪污案作
出舉報，是由2009年以來最高的百分比。

廉署發言人表示，88.3%的受訪者認為廉署的反貪工
作有成效或非常有效，98.7%人表示廉署值得支持。發言
人強調，根據廉署分析，貪污情況持續受到控制，並無惡
化跡象。廉署在2012年接獲的整體貪污投訴，較前年下跌
2%。

2漢斬司機 燒車毀證據
【本報訊】客貨車司機疑遭黑幫尋仇，昨凌晨在粉嶺

華明路取車開工時，2刀煞乘私家車馳至，狂撞客貨車身
，再跳下車追斬，客貨車司機走避不及左腳中刀，負傷奔
逃100多呎乘的士脫險。兇徒乘私家車逃去，約數分鐘後
在九龍坑附近燒車毀屍滅跡；大埔警區反黑組已接手
調查。

遇襲客貨車司機郭×鋒（28歲），傷勢嚴重需留醫治
理。燒毀的私家車，頭尾車牌俱被拆去，警方正追查車主
資料。

昨凌晨3時許，事主到華明路21號線巴士站附近，準
備取回停泊路旁的客貨車開工，突然1輛私家車高速駛至
，猛撞客貨車右邊車身，事主嚇得心驚肉跳不知所措，2
名持刀惡煞從私家車跳下，衝向他舉刀狂斬，事主不及閃
避左腳中刀受傷，慌忙轉身狂奔，負傷急跑100多呎，截
停附近一輛的士跳上車，要求司機加速離開，終保住性命
，並駛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急症室求醫及報警。

兇徒跳回私家車逃去，數分鐘後在大埔大窩東支路九
龍坑村附近，有私家車起火焚燒冒出烈焰濃煙，村民發現
報警，消防員到場開喉迅速將火救熄，但車輛已燒成廢鐵
，由於頭尾車牌被拆除，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列作縱火燒車案，並懷疑與華明路斬人血案有關
，相信兇徒犯案後欲毀滅罪證，正追查司機資料；案件交
大埔警區反黑組跟進，遇襲司機則聲稱不認識兩名兇徒，
並沒有與人結怨，不明遇襲原因。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香港仔黃竹坑道一
印刷廠昨發生扯斷手臂恐怖意外。中年技工為印刷機
添加潤滑油時，機器突然啟動將其右手臂捲入機內，
整條臂膊被硬生生扯斷，鮮血四濺，痛得厲聲慘叫；
救護員接報到場，用冰袋盛載斷臂，連同傷者一併送
院安排接駁手術，效果有待觀察，勞工處已派員跟進
意外原因。

慘遇斷臂之災的男技工冼×華（51歲），為黃竹
坑道44號盛德工業大廈一印刷廠的員工，自2008年入
職任維修技工至今，主要負責印刷機的保養工作。據
悉，該公司置有數部印刷機，出事一部為四色平裝印
刷機，機身長約10呎、闊5呎，高度有6呎與成年人相
若，機身中部位置屬滾轆設計，讓操作者放置樣板等
物進行印刷工序；機器已裝有安全網，以保障工人開
工安全。

手臂齊膊扯斷送院接駁
昨晨10時許，印刷機需例行保養添加潤滑油，事

主把安全網揭起，跟伸手進機內 「唧油」，據悉機
器原本關上了開關掣，但突然開動運作，結果把他整
條右手臂捲進機內，自膊頭位置監生扯斷鮮血飛射，
痛得高聲慘叫。在場工友聞聲查看，被身 「手」異處
的恐怖場面嚇得魂飛魄散，立即上前關機及報警。

救護員趕到替傷者包紮傷口，並從印刷機內尋回
斷肢，放進冰袋盛載防止神經線壞死，將傷者及斷臂

一同送往瑪麗醫院施行接駁手術。現場消息稱，傷者
被移離公司時，傷口雖已包紮但流血未止，現場沿途
遺下可怖血跡，形成約30呎長血路。傷者抵院後，院
方迅速安排施行接駁手術，據悉手術進行超過3小時，
暫時未知能否成功接駁。

警員在意外後封閉現場，通知勞工處派員跟進調
查意外原因，初步不排除事主檢查期間，或有人不慎
碰觸開關掣，致令機器啟動，但真正情況仍待了解。
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這次意外情況嚴重，已去信要
求勞工處徹查事件，並應向傷者及業界公開調查報告
，避免同類意外發生。

停機唧油 疑有人誤觸開關

印刷機噬斷技工右臂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13
歲男童張睿霆頸椎手術後死亡事件，
死因研訊昨日進入第4日。有當日參
與手術的醫生指稱，男童手術後呼吸
時出現雜音，已嘗試以不同方式改善
，可惜未能成功，需召回負責手術的
腦科醫生。

昨日，負責為男童進行麻醉的醫
生鄭日洪在庭上表示，麻醉前男童表
現良好。手術後，在場腦科醫生確認
病人情況理想，才離開手術室。醫生
亦檢查過男童沒有出現嚴重氣道水腫
徵狀，才決定拔去手術用的呼吸氣喉。

拔喉初期，男童呼吸順暢，但不
一會男童呼吸就出現雜音。鄭日洪表
示，當時在場醫生曾再檢查男童，並
嘗試以不同方法改善男童呼吸情況，
但未能成功，需召回負責手術的腦科
醫生處理。

死因庭另外傳召曾治療死者的醫
生，了解男童生前的健康情況。曾為
男子看診達9年的耳鼻喉科醫生黃雅
信指出，男童曾因鼻腔肌肉增生，令
呼吸困難，需進行鼻腔手術。他稱，
在男童4歲時，透過X光發現男童鼻
後肌肉增生，氣道被阻塞出現呼吸困
難，嚴重時男童無法用鼻呼吸。在切
除增生部分後，男童再無呼吸問題，
也無出現睡眠窒息症。

瑪嘉烈兒科顧問醫生梁志偉則表
示，他在2010年10月曾檢查男童，當

日他母親表示男童睡時有鼻鼾，而她丈夫有睡眠
窒息症。之後X光照片顯示男童的第1、2節頸骨
有虛位，於是轉介男童給腦神經科門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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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2注中，每注派792,370元
三獎：30.5注中，每注派138,550元
多寶獎金：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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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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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和黃集團旗下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
理嚴磊輝昨表示，工人由承判商聘請，加薪問題應與
承判商談判，而非向貨櫃碼頭公司提出。他強調，工
人要求加薪並非公司的管理範圍，不會直接與工人對
話討論加薪；不過公司過去有調整費用予承判商，並
曾要求承判商加工人薪金。他又否認工人15年來有減
薪沒加薪的指責，指稱在1997年時，工人日薪為1150
元，即月薪約1.7萬元，目前已升至2.1萬元。

聲稱人工低於97年
知情人士表示，今次工潮的幕後搞手是有預謀、

有策略地將事件擴大化，有團體早在今年初便協助傳
媒潛入貨櫃碼頭禁區連日長時間採訪，製造碼頭工人
活在 「無間工作地獄」的輿論，其後在勞工處安排勞
資雙方討論加薪時，即提出對方無法接受的加薪幅度
，在談判無果下，便煽動工人衝入碼頭禁區，製造混
亂，並且安排大學生加入行動，令事件更為複雜化。

昨晨8時許，約150名受聘於承辦商而在香港國際
貨櫃碼頭公司工作的工人，在6號貨櫃碼頭外拉起橫
額及標語抗議，指稱由1997年至今只加過薪1次，卻
在2011年時由日薪1480元減至1315元（每更24小時計
，每月工作15天），目前時薪只54元，較1997年62元
不升反跌。而貨櫃碼頭公司與外判商協議今年加薪5%
，認為談判欠透明，要求與碼頭公司代表對話，並且
需加人工17%，提高日薪至1600元。期間有中文大學
學生到場參加集會。

中大生工人硬闖 5保安傷
抗議期間有人突然激動，硬闖入6號貨櫃碼頭，

與保安員發生推撞，場面混亂，糾纏間有保安員受傷
躺在地上，人群硬闖成功後，又走出迴旋處堵塞馬路

，令貨櫃車排長龍交通一度癱瘓，在場人員需安排貨
櫃車轉用其他通道離開，警員接報到場了解事件，幸
事件未有造成大混亂。工人之後在馬路靜坐，共5名
保安員送院敷藥；勞工處派員跟進事件，碼頭外判商
代表其後也到場，並與2名工人代表談判，承判商同
意把時薪調高3元，但工人要求調高12.5元，談判未有
結果。在警員維持秩序下，碼頭運作陸續回復正常。

5名受傷保安員（年齡由32至54歲），分別頭、
頸或腳輕傷。警方列作襲擊案，懷疑涉案者有3人，
正追查下落。

碼頭公司斥影響航運聲譽
嚴磊輝批評部分抗議者，強闖港口設施做法不負

責任，已違反碼頭規例，情況等同衝入機場管制區，
不但妨礙碼頭運作、嚴重危害碼頭安全，並影響本港

航運業聲譽。根據《船舶與港口設施的安全防衛法》
規定，碼頭必須保證貨物、船舶及工作人員的安全，
而碼頭公司亦已通知警方及海事處。

至昨晚入黑後，工潮仍未解決，逾100名工人及
聲援者，繼續在6號貨櫃碼頭外靜坐，發起者聲稱會
通宵留守。協助工人的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表
示，現階段仍希望與資方談判，如果資方肯與工人溝
通，將願意考慮減低加薪幅度；資方未與工人展開談
判前，決不撤離貨櫃碼頭。

▲要求加薪工人在貨
櫃碼頭外示威

◀其中一名在衝突期
間受傷的保安員倒在
地上

▶工人衝入
碼頭後在迴
旋處靜坐，
堵塞交通

▲肇事印刷機旁邊留一條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