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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解決工潮 不容恐嚇商人 金融業損失 佔中要負責

社 評 井水集

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工潮昨曾展現一
線轉機，在勞工處積極斡旋下，安排了
工人與外判商會面，但 「職工盟」 李卓
人節外生枝，堅持要有碼頭公司負責人
參與，結果會面告吹，工潮再陷僵局。

對這樣一個結果的出現，人們並不
會感到奇怪，因為不想談判、破壞會面
、長期拖延，正正就是李卓人打的 「如
意算盤」 和目的；工人一旦坐到談判桌
上，他騎劫 「佔碼」 的行動就會受阻，
衝擊港貨運中心地位的圖謀就會落空，
因此儘管工人有意與外判商會面，也被
李卓人 「拖後腿」 搞砸了。

事實是，碼頭工潮發生至今，已經
在本港貨櫃運輸業上造成每天達五百萬
元的經濟損失，在社會上也造成了擾攘
和不安；部分本港及海外船東、貨主已
開始準備港口轉移，罷工工人隨時會失
掉飯碗，最終除了李卓人之流得逞和高
興之外，只會是一個 「多輸」 的局面。

因此，唯今之計，盡早結束工潮是
一個符合各方利益的上上之策，而要做
到這一點，勞資雙方都必須改變態度，
拿出誠意，坐到談判桌上，在實事求是
、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把問題攤開來談，

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和調整薪酬的合
理訴求應該得到正視，但幅度要具可行
性，百分之二十顯然不是一個可以落實
的幅度。作為 「大老闆」 的國際貨櫃碼
頭公司和 「和黃」 集團，在此事上的角
色和心態看來也需要有所調整，無疑外
判工人非公司職工，工作環境如何、工
資是否合理，是外判商的事，與公司無
關；但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前
天與 「和黃」 集團高層會晤時所指出，
作為一家大企業，應該要看到社會影響
、承擔社會責任，應以法、理、情的角
度去看問題，爭取盡快解決工潮。

事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的態度是積極的、工作也是及時的，包
括昨日中午曾親自致電李卓人促成工會
代表出席會談，惜最後仍無功而還。張
建宗昨日已表明不會放棄斡旋，希望勞
資雙方不要再錯失解決問題的時機，為
人為己，早日結束工潮，對工人、對資
方、對業界、對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事件中， 「職工盟」 李卓人煽風點
火的角色已有目共睹，但一些人火上加
油、唯恐香江不亂的惡行更令人不齒和
憤慨。

作為一家大眾傳媒， 「蘋果日報」
昨日竟頭版大字標題，指 「李嘉誠懶理
工人死活」 ， 「號召杯葛百佳」 。在其
大力煽惑之下，一批打 「各界支援碼
頭罷工後援會」 旗號的激進青年，昨天
去到葵涌 「百佳」 超市門前擺 「街站」
、叫口號、堵門口，還把印上李嘉誠頭
像的 「杯葛」 傳單硬塞到顧客和途人手
上，又衝進店內，把單張放上貨架，在
他們滋擾之下，一些顧客匆匆離去……。

「蘋果日報」 借碼頭事件把火頭燒
向商人、大集團，挑動市民 「仇富」 、
「仇商」 情緒，用心極其卑鄙、惡毒。

李嘉誠公開愛國立場，不支持抗中亂港
，長期以來已成了他們的 「眼中釘、肉
中刺」 ，不斷在報刊上予以攻擊謾罵。
今次竟大字標題公然 「號召杯葛百佳」
，不僅再一次撕下其民主、公正的假面
目，更已視本港法治和社會安寧為無物
。試問以本港法治之區，是否可以容許
傳媒公然鼓吹圍堵、杯葛，公然威脅商
店、恐嚇商人？

佔領碼頭、圍堵 「百佳」 ，還要 「
佔領中環」 ，這些人抗中亂港已經快要
到了與全港市民為敵的地步了。

據傳媒報道，面對反對派 「佔領
中環」 帶來的威脅，多家位於中環的
金融機構已開始急謀對策，作出風險
評估，制定應變方案，包括豐、恒
生中環總部可能當日不辦公，及把部
分業務遷至其他分行；港交所更已要
求警方當日派人駐守，嚴防有人衝入
大堂……。

對所有在中環辦公的金融、工商
機構來說， 「佔領中環」 無疑都將是
一場噩夢；不要說示威者可能有激烈
的衝擊行動，就算是只佔坐主要的馬
路及行人道，來往交通堵塞癱瘓， 「
中環人」 無法上下班，就足以令整個
中環的金融及商業運作也勢將陷於 「
停擺」 ，相關機構實在不能不早作綢
繆，制定對策。

然而，荒謬的是， 「佔中」 發起
者之一的牧師朱耀明，昨日竟指有關
消息是由特區政府所 「放風」 ，目的
是 「靠嚇」 而已，還說如果有真普選
， 「佔中」 就不會發生，云云。

這真是惡人先告狀、 「倒打一耙
」 之尤矣。試問 「佔領中環」 行動，
目前尚在 「籌備」 階段，就已經各執

一詞、亂作一團，戴耀廷說是 「和平
佔領」 、 「打不還手」 ，不拒捕，警
方不拘捕還要送上門去自首、去 「爭
取」 坐監……，但已經有 「人力」 之
流講明到時不會就範，一定要暴力衝
擊， 「準備了流血」 ……。

在此情況下，試問是誰在 「靠嚇
」 ？是 「佔中」 還是政府和金融機構
？朱耀明指金融機構制訂應變措施是
「靠嚇」 ，那麼，是不是他可以擔保

當日一定不會有暴力衝擊行為發生？
如果屆時真的有激進分子衝入港交所
大堂、損毀電子設施，本港整個金融
證券體系運作以及與外國市場聯繫受
阻、中斷，天文數字的損失，是不是
朱耀明負責？

反對派亂港從來不負責任、不顧
後果，不惜損害市民和社會利益， 「
佔領中環」 就更是他們抗中亂港的 「
癲瘋之作」 ，其破壞社會治安、破壞
金融運作、破壞特首普選的嚴重後果
絕不能忽視，他們必須負起一切因此
而造成損失的責任和嚴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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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赴滬專家小組名單
醫管局感染及
應急事務總行政經理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瑪麗醫院微生物系部門主管

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

威爾斯親王醫院顧問醫生及
感染控制主任

明愛醫院內科及
老人科顧問醫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
流行病學處高級醫生

劉少懷醫生

袁國勇教授

曾德賢醫生

賴偉文醫生

黃慕蓮醫生

冼家偉醫生

香港醫管局專家小組一行6人今
天抵達上海，與在滬專家交流人類感
染H7N9禽流感的臨床診治技術及經
驗。下午，專家組在上海市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逗留了四個多小時。整個交
流過程沒有對媒體開放。直至傍晚專
家組領隊、醫管局感染及應急事務總
行政經理劉少懷才在離開之前接受記
者短暫訪問。他介紹，今次的交流主
要還是圍繞疾病的診斷、發現和新病
毒特性及臨床研究等方面。今天他們
會前往滬上醫院實地考察，但劉少懷
拒絕透露是哪家醫院。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四日電】

H7N9感染疫情趨嚴峻
港專家飛滬交流經驗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十年前沙士爆發，

曾出現板藍根搶購潮，內地昨日發表H7N9禽流感中
醫藥防治方案，板藍根再次榜上有名。港九藥房總商
會表示，市面仍未出現板藍根搶購潮，但口罩及消毒
洗手液銷量上升，顯示港人防疫意識加強。但有藥房
表示，因近日流感肆虐，板藍根已開始缺貨。

板藍根開始缺貨
內地江蘇省衛生廳昨日發表《江蘇省人感染

H7N9禽流感中醫藥防治技術方案》（2013年第1版）
，文件中指出中成藥 「玉屏風散顆粒」、 「板藍根沖
劑」及 「黃口服液」可作預防之用，適用於高危人
群，如禽類養殖者。

本報記者昨日巡視多間藥房，發現不少藥房會把
板藍根放置於當眼位置，如門口或收銀處附近。位於
北角的健威大藥房，負責人麥先生表示，暫未聽過板
藍根可預防禽流感，但他認為，縱使內地公布該防治
方案，亦不會構成搶購潮，因他相信經沙士一役後，
港人對疫症的恐慌已減低。他並透露隨港人衛生意
識提高，口罩及消毒洗手液均是暢銷貨品，近日內地
有疫症爆發，令口罩及消毒洗手液的銷量增加。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理事長劉愛國亦指，由
於現時內地感染個案集中於華東，而不是廣東省，因
此港人仍未十分恐慌，但他相信，沙士過後，港人明
白到板藍根只是用作預防之用，港人不會再盲目搶購
，反之，口罩及消毒洗手液的銷量卻增加。

但有個別藥房表示，板藍根已開始缺貨。位於北
角的安寧大藥房，店員余先生指，由於近日天氣 「忽

冷忽熱」，流感肆虐，不少市民都購買板藍根服用或 「看門口
」，令板藍根存貨大減，店中本有2個品牌的板藍根沖劑出售，
但其中一個品牌已售罄，而另一品牌亦只餘下約10盒存貨，預
計到下周才會補貨。同位於北角的華潤堂分店亦有出售《方案
》中指可作預防的3種中成藥，店員黃小姐指，但近日因患感冒
的人增加，令板藍根銷量急升，現時公司貨倉已沒有存貨。

學生謝先生表示，曾經跟人 「盲搶鹽」，發現沒有用，因
此不會再羊群心理，縱使香港有感染個案，都不會再搶購板藍
根，最重要是自己衛生做得好。做飲食業的陳先生指，港人防
疫意識已提高，只要多注重個人衛生，不用刻意購買板藍根。

此次醫管局專家組成員由醫院管理局感染
及應急事務總行政經理劉少懷帶領，成員包括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醫管局傳染
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威爾斯親王醫院顧問
醫生及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明愛醫院內科及
老人科顧問醫生黃慕蓮、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
流行病學處高級醫生冼家偉。他們今天會前往
滬上醫院實地考察。

今往醫院實地考察
抵滬後，六位專家小組成員就直奔位於滬

上西區的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該中心是
上海實施政府公共衛生職能的核心專業機構。
主要職能之一就是參與和指導地方處理重大疫
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建立國家重大疾病、
中毒、衛生污染、救災防病等重大公共衛生問
題的應急反應系統，配合並參與國際組織對重
大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調查處理。

劉少懷表示，首日主要與上海專家了解人
類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包括其病徵及治療

方法，兩地專家亦就病毒化驗及診治方法等技
術方面進行交流。

參與接待和交流的感染科專家、上海市公
共衛生臨床中心感染科教授盧洪洲表示，在疾
病預防控制方面，滬港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今
次的交流，也算一次互通有無。香港專家對上
海此次處理禽流感疫情的工作表示肯定，特別
是能在這麼短時間完成病毒檢驗和布置防控措
施。盧教授還透露，香港專家對於滬上抗炎
的文字材料也很感興趣，還拿走了他講課的
PPT。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截止四日晚上9時55分
接獲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通報兩宗新增
的Ｈ7Ｎ9確診個案，包括浙江1名64歲男子和上
海1名48歲從事家禽業的男病人，兩人均不治。
兩宗新增確診個案之間未發現有流行病學關聯
，兩人的63名密切接觸者均未發現異常情。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人類感染
H7N9禽流感危機四伏。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良（圖）表示，相信內地部門可
透過大規模的快速測試，偵查病毒源頭，堵截
傳播鏈。他又說病毒可在哺乳類動物身上繁殖
，擔心病毒會因基因突變出現人傳人機會，提
醒市民要保持個人衛生，到內地旅遊時不能掉
以輕心，盡量避免接觸禽鳥。

何良昨日早上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內
地確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來自多個省份，顯
示病毒源頭在多個地方出現，患者發病時間有
重疊，反映源頭可能經禽鳥貿易，在幾個省份
散播。而4名病人分別任職廚師、雞或肉食店
，均有機會接觸家禽或街市等地方，反映街市
有些禽鳥可能在傳播鏈中扮演一定角色。

由於禽鳥H7N9病徵不明顯，亦沒出現大量

病發，要追查源頭不易，與過往一旦在農場發
現病雞，就可立即撲殺有別，令人擔心衛生部
門難將掌控範圍縮窄，增加防疫難度。何良
表示，現時只可靠快速測試，追查是哪些動物

、禽鳥在什麼地方傳播病毒，從而採取針對措
施，堵截傳播鏈。他相信內地衛生部門的實驗
室現時會集中做快速測試，追查禽流感源頭，
終止病毒繼續零星地傳染人類。

現時病毒已在內地江浙一帶蔓延，外界關
注快速測試的速度能否追上病毒散播步伐。何
良表示，以H5N1為例，過往數年，每年全國
都會進行超過數百萬個樣本化驗，他相信內地
有關部門可在短時間內動員多個省份的專家，
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快速測試。

經 「沙士」一疫，港人對新病毒入侵都顯
得特別擔心。何良說，本港與內地情況不同
，市民對傳染病防範意識較高，本港亦有一籃
子防範禽流感措施，包括快速測試，並在短時
間內取得結果。街市實行 「日日清」政策，可
有效防止病毒在街市累積。

何良憂基因突變人傳人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本港一名上月曾到中東旅遊的
37歲女子，懷疑染上新型冠狀病毒（俗稱 「新沙士」），病人的
肺部X光檢查顯示，她的肺葉左下部有肺炎，已抽取呼吸道樣本
進行化驗，今日會有化驗結果。病人正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隔離
治療，情況穩定。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接獲伊利沙伯醫院呈報一宗 「新沙
士」懷疑個案，該名女子本身健康良好，曾於3月24日至31日前
往土耳其和迪拜旅遊，自4月1日起出現發燒、頭痛和氣促徵狀，
正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透過與各公私營醫
院、執業醫生和機場所設立的監測機制，監察任何新型冠狀病毒
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懷疑個案。發言人建議旅客如從受新型冠狀
病毒影響的國家來港並出現呼吸道病徵，應佩戴口罩及求醫，並
向醫生報告其旅遊紀錄。

曾赴中東 婦疑染新沙士

▲劉少懷

▲袁國勇
▲港醫管局專家小組一行6人昨抵上海，與滬專家交流H7N9
臨床診治技術及經驗

▲近日流感肆虐，不少市民購買板藍根服用，令板藍根存貨
大減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藥房負責
人麥先生表
示，近日內
地有疫症爆
發，令口罩
及消毒洗手
液的銷量增
加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