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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是次會談的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陸慧玲表示，
處方已盡力斡旋，並有其中一個外判商願意返回談判桌，不
過工會希望同一時間與4間外判商談判，致三方會談未有展
開。陸慧玲強調，感到勞資雙方都有誠意，溝通談判大門仍
然打開，希望雙方可放下前設，再一次坐下開會。不過昨晚
李卓人再為談判的前提加碼，聲稱要4間外判商及香港國際
貨櫃碼頭代表全部出席會談，否則不會參與。

勞資前後腳到場未碰面
勞工處在周三晚上聯絡勞資雙方，安排在昨日中午12時

進行三方會談，解決工潮問題，令工潮平息一度出現曙光。
至昨早11時左右，職工盟李卓人開出會談前設條件，要求工
會代表以工會談判團的身份出席會議，並要求碼頭公司派員
參與會談。工人代表受李卓人影響，決定杯葛會談。

及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介入事件，在中午12時
許致電李卓人邀請工人代表參與會議，工會及工人代表就此
展開討論，其後決定派出10人前往葵興政府合署6樓勞工處
辦公室，與資方進行會談。工人代表稱，處方已安排 「永豐
」及 「高寶」兩家外判商進行三方會談。

工人代表在下午2時35分抵達政府合署，由處方人員引
領至會議室，作閉門會議。至下午3時30分左右，有工人代
表步出會議室，向傳媒透露仍未見資方代表到場，但願意繼
續等待。據勞工處事後交代，外判商代表等候一段時間後仍
未見工人代表出現，剛好在工人代表抵達前不久已離開。

下午4時45分左右，再有工人代表向傳媒表示，仍未和

資方代表會面，表明如再無資方人員現身，工人代表會在5
時離開。最終，工人代表在5時左右全體步出會議室決定離
開，宣告三方會議告吹。

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在總結是次會談時聲稱，工
人絕對有誠意與資方會談。他又稱，勞工處在他們臨走前幾
分鐘，才表示 「永豐」已有代表到場，希望工會代表先與 「
永豐」會談，不過工會代表認為只與 「永豐」會談意義不大
，決意離開。

有傳媒提出質疑，指 「永豐」聘用約300名罷工工人，
工會何不先解決 「永豐」工友的工資問題。何偉航答稱，由
於是次事件涉及4間外判商（即 「永豐」、 「高寶」、 「培
記」和 「聯營」），所以希望能一次過與4間外判商代表一
同商討。然而，或許自知要求略嫌過分，工會代表昨晚已改
變立場，稱只要兩間外判商 「永豐」及 「高寶」出席談判，
亦會接受。

勞工處努力慘付諸東流
三方會談告吹後，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陸慧玲眼帶

淚光回應事件。她表示，勞工處在周三晚上已成功聯絡資方
代表出席會談。至昨日， 「永豐」及 「高寶」的代表在中午
12時已抵達葵興政府合署，不過工會代表未有如期到場。當
工會代表願意出席時，資方代表認為已等待了2小時，是時
候離開。工會及資方就此前後腳，擦身而過。而工會代表在
場時，處方已盡力游說資方代表折返。

陸慧玲強調，處方一早已高度關注事件，並從中協助雙
方調解分歧，才能安排是次三方會談。可惜雙方各自設會談
前提，最終會談告吹收場。她形容資方代表已等候多時，而
勞方代表努力趕來，亦願意等候資方。她稱雙方都表現出誠
意再溝通，相信溝通談判大門仍然打開，希望雙方可放下前
設，再一次回到談判桌。

另外，約300名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直屬員工不滿公司
要求他們加班，頂替外判工人的工作，但卻沒有給出合理的
補償。從昨日凌晨開始跟足「職業安全指引」工作，令碼頭的
營運效率進一步下降。發起運動的港九勞工社團聯屬會香港
國際貨櫃碼頭集團職工總會會長黃桂庭表示，工會在本月1
日已經去信公司作最後交涉，要求公司回復員工在2003年前
的待遇，其中包括加班 「補水」1.5倍，計算輪班津貼以及修
正補假安排失當的問題。但碼頭方面一直沒有與工會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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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貨
櫃碼頭工潮持續，再有激進團體企圖
將事件政治化。主要由左翼21、學聯
等團體組成的 「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
援會」10多人昨日到葵芳港鐵站旁的
百佳超級市場抗議，指超市是和黃集
團旗下，呼籲市民明天全日罷買該超
市貨品，示威者並張貼印有和黃主席
李嘉誠頭像的抗議標語。

「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大
約10多名成員昨午戴上紅頭巾，在葵
芳港鐵站附近的百佳超市外擺設街站
及呼喊口號，聲稱和黃集團在工潮中

寧願每日蝕500萬元，花錢聘請律師申
請禁制令，也不願改善工友的薪酬和
待遇。其後，該會成員又走進超市內
派發宣傳單張，並將抗議傳單放在購
物架上，呼籲市民罷買超市貨品，期
間超市職員一直沒有阻撓。

該會表示，除非李嘉誠旗下的香
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與工人代表進行
談判，並答應加薪和改善工人待遇；
否則，明天行動將升級，會在全港18
區各區的百佳超市外設街站，呼籲市
民加入罷買行動，以抵制大財團壟斷
和剝削工人云云。

罔顧勞資誠意 橫生枝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葵涌貨櫃碼頭工潮事
件至今仍未解決，香港各界人士認為，事件已拖延得太久，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競爭力正在受到挑戰，貨運商對香
港碼頭會失去信心，繼而轉到其他港口。有熟悉業界運作的
人指出，工會介入反而阻礙談判，希望在政府的促成下，勞
資雙方盡快回到談判桌上，平心靜氣地以溝通解決問題，避
免勞資以至全港市民均成為輸家。

前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劉健儀表示，事件至今已經拖
得太久，部分貨運船已經選擇使用其他港口落貨，如深圳鹽
田等。她解釋，香港過往的優勢非價錢，而是服務的準繩度
和效率，現時工潮影響碼頭運作效率，令貨主對香港碼頭失
去信心， 「原以為幾天可捱過去，但現時看似沒有終結。」
劉健儀指出，政府有盡力介入，但昨日未能促成談判，現時
工潮每拖一日，供應鏈的其他部分亦受到影響，包括貨運司
機、倉庫物流等，令香港經濟和航運交通出現巨大損失。對
於今次是否有工會過度介入，她估計，工會要求加入集體談
判，令不少僱主都生畏，相信若非工會介入，外判商和工人

會更易溝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表示，香港貨運碼頭

的吞吐量近十幾年都沒有大的增幅，但臨近的深圳鹽田港卻
發展得很快，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競爭力正在受到挑戰
，而如果工潮持續，可能令貨運商選擇鹽田或其他臨近的港
口，勢必衝擊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也會影響香港社會的和
諧穩定。他亦指出，有媒體報道指，職工盟等個別工會的介
入，不理實際情況，肆意提高工人的叫價，令事件迅速升溫
，這打擊了勞資雙方的互信。盧瑞安希望勞資雙方能夠彼此
溝通，縮窄分歧，盡快讓工潮平息。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張明敏表示，從媒體近日的報道
了解到事件，很難判斷誰是誰非，相信雙方都有其道理，但
若個別人士在未明真相前，就想借社會運動搶出風頭，甚至
以派錢、派物資等方式 「煽風點火」，只會令事件政治化、
社會更加混亂。張明敏認為，既然政府已介入事件，各方就
應透過溝通盡快解決問題、達成和解，亦希望參與罷工的工
人為身體健康想，避免在不穩定的天氣下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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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無奈

激進團體拉百佳落水

▶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陸慧玲向傳媒講述勞資談判
告吹的詳情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下午5：30

時間

4月3日

晚上

4月4日

上午8時左右

10時30分

11時左右

中午12時

12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2時35分

4時45分

5時左右

5時30分

情況

勞工處人員邀請勞資雙
方在翌日中午到葵興政
府合署展開包括勞工處
代表出席的三方會談

工人得知中午12時進行
三方會談

職工盟要求香港國際貨
櫃碼頭公司參與三方會
談，要求工會代表以工
會談判團的身份出席會
議，未獲資方接納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
表示不會出席三方會談

職工盟表示無工人代表
出席三方會談；差不多
同一時間，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致電李卓
人，邀請工會代表返回
談判桌

兩個碼頭外判商 「永豐
」 、 「高寶」 代表到達
會場

外判商代表久候無果，
離開會場

10名工會代表抵達會場
，勞工處人員盡力促請
外判商代表返回會場，
當中獲 「永豐」 代表答
允

工會代表明言只等到5時
，勞工處人員表示 「永
豐」 代表已在場，可展
開談判，但工會拒絕

工會代表離開，並聲言
必須4個外判商代表一同
出席才參加會議，首次
勞資談判告吹

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
任陸慧玲向傳媒講述會
談告吹的詳情

職工盟撥火職工盟撥火
談判告吹談判告吹

勞資平心協商
解工潮免全輸

各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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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
：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
報道：多個貨運業組織和商
會指出，貨櫃碼頭工潮未來
數日發展是關鍵時刻。團體
解釋，因工潮期間正值假日
，雖然碼頭裝卸貨物受影響
，付貨及收貨人也未能改變
貨運目的地，但若下周一事
件尚未解決，不排除有以香
港為目的地的貨輪轉用深圳
的港口，屆時將對香港航運
業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工潮拉鋸超過一個星期
，至今未見有平息的跡象。
反而又爆出碼頭直屬員工 「
按章工作」，拖慢港口營運
效率的消息。經營本港貨運
與跨境物流的國良拖運公司
董事長楊燕萍分析指，工潮
在香港復活節假期的物流淡
季間爆發，暫時而言，對香
港物流業的影響不是太嚴重
。不過，如果工潮不能盡早
平息，恐怕會撼動香港航運
業的地位，也影響貨櫃碼頭
及周邊行業約20萬名工人的
生計。

楊燕萍表示，船隻入港
和貨櫃交收需要一系列手續
，不能在短期內隨意更改交
貨地點。 「幸運的是香港的
復活節假期結束後，就輪到

內地放清明節假期，即使船公司想改
往深圳交貨，也不是那麼方便。所以
暫時還沒有船公司轉換交收地點。」
但她坦言，如果工潮稍後數天還未能
結束，恐怕會有船公司開始考慮與收
貨人商討到深圳鹽田及蛇口等鄰近的
碼頭交貨，並長遠地影響到本港碼頭
物流業的地位和相關從業人員的生
計。

工潮再拖出入口堪憂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副主席林健鋒

就指出，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導致貨
品未能如常運送到客人手上。出入口
商既不能出貨，又不能入貨，生意大
受打擊。另外，如果遲交貨的話，就
必須繳交罰款，一旦周轉困難，就有
可能面臨倒閉，其中尤以中小企影響
最大。他透露，有會員表示罷工持續
下去的話，會考慮轉往深圳交貨。但
因要安排船位和船期，一切都需等到
長假期結束後才能展開。

楊燕萍還透露，本次的工潮其實
醞釀已久，早在去年，貨櫃交收的時
間已大幅延長。她說： 「從去年底開
始，我們的貨車到了碼頭，有時甚至
要等6個小時才能拿到貨。」落馬洲中
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補充： 「碼頭
公司本來承諾50分鐘就能夠交收貨櫃
，但近年來極少能夠準時交貨，貨車
在碼頭平均要等2至3個小時才能拿到
貨櫃。現在搞工潮，收貨時間就增加
了1個小時左右。」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踏入第8日，在勞
工處斡旋下勞資雙方原有機會展開三方
會談，但操控工潮的職工盟卻無視勞資
雙方的誠意，先是以必須採取工會名義
參與為由拒絕出席，即使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親自致電李卓人邀請，工人
代表仍遲了逾2小時才到達會場，以致出
席的外判商代表呆等多時後唯有離開，
雖然其後聘用近300名罷工工人的 「永豐
」 代表重返會場，可是工會又以必須4個
外判商代表出席為由杯葛會議，令首次
勞資談判告吹。

本報記者 劉柏裕

▲李卓人得意洋洋的舉着旗幟，姍姍
來遲 電視圖片

下午2:35分

得意洋洋

間中暴雨

A3滬浙新增5宗新症A2港專家飛滬交流防疫經驗 A11丁肇中團隊宇宙研究新突破

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