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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面對工潮對碼頭運作的影響，香
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對仍然留守前線工作
的公司及外判商員工表示感謝和慰問，並決定每
名工人發放兩筆合共5000元的利是作鼓勵。

碼頭公司昨晚發出聲明指出，碼頭工潮已持
續多天，有賴公司的前線員工及外判商工人緊守
崗位，維持港口經濟及秩序。有鑑及此，公司將
發放紅包予值班的前線公司同事和外判商員工，
第一期紅包於3天內發放，每人3000元，若一個月
後的5月7日碼頭恢復正常生產，則發放第2期紅包
每人2000元。聲明續稱，仍在罷工的外判員工，
公司一直關注他們的訴求，並已責成外判商與員
工誠懇溝通，妥善解決問題。公司期望在勞工處
斡旋下，外判商與員工可盡早達成共識。

另外，職工盟繼續以 「銀彈」利誘工人罷工
，今日將 「加碼」向每名罷工工人派發1500元。

HIT向緊守崗位工人
發利是5000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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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勞工處處長
卓永興表示，就持續多日的葵涌貨櫃碼頭工潮
，處方正積極斡旋罷工工人與外判商開會，預
計未來數日有望再次安排談判。他說，在一般
情況下，如果勞資雙方各持己見，將難於達成
協議，故希望雙方能作出妥協。卓永興表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日前曾與和黃港口集
團作出長時間會談，就解決今次勞資糾紛獲得
對方正面回應。

勞工處前日安排碼頭工人與外判商談判，
但最終告吹，卓永興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雖然勞資雙方在時間上未能配合，但都先後
到達會場，顯示雙方已開始走近，有誠意討論
事件，相信問題最終可以解決。

對於工會就談判不斷設立前提並加碼，並
要求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亦要出席談判，卓
永興表示會與工會聯絡了解訴求，處方亦會盡

量聯絡勞資雙方，再訂日子會晤，且會盡最大
力聯絡碼頭公司參與談判。他又說，處方接受
工人以工會談判團的名義參與談判，因為若事
前過於糾纏於形式，或會令談判無法展開。他
強調，工人如果是工會會員，就算以個人身份
參加談判，都會獲得保障。

另外，卓永興在早前另一個場合回應外界
指責勞工處在工潮中 「潛水」的指摘，他說勞
工處從工潮首天已開始介入事件展開斡旋，但
作為調停人的角色需要實事求是低調進行，不
宜過早作出公開發言。他又透露，張建宗在本
月3日曾與和黃港口集團作長時間會談，獲得集
團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正面回應，答應
盡量配合勞工處的安排，促成勞資雙方對話。
卓永興謂，碼頭公司參與談判的形式可以商討
，他不覺得碼頭公司一定不參與勞資雙方會
晤。

卓永興盼勞資妥協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今日將踏入第10天
，碼頭裝卸能力受到嚴重影響，香港付貨人協會
總幹事何立基表示，目前碼頭的營運狀況急速惡
化，碼頭貨運工作講求的是運作流暢，任何一個
步驟出現問題，都會令整個運作效率大打折扣，
當下不少外判工人罷工，已令碼頭效率降至正常
情況的一半。他說： 「碼頭無法正常地提供泊位
給船隻，前段時間，不少遠洋船被迫延期，在外
港等候並考慮更改船期；到了今時今日，已經有
不少船隻取消了原來停泊香港碼頭的計劃，轉到
其他地方提交貨物。」至於內河船方面，何立基
就表示，來自珠江三角洲的內河船在碼頭提交貨
物，在正常狀況下，僅需要一日，但現在平均需
要4至5日才能完成。

部分工廠或隨時停產
何立基指出，船隻轉往其他地方交收貨物，

會令時間和成本大大增加。而香港本地不少消費
品，如水果、食品以及日用品等都依賴入口，如
果工潮持續，貨物長期不能按時抵達港口，香港
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可能會受到影響。他表示，不
少工廠和企業都實行供應鏈管理，減少庫存，以
提高效率。同時，供應鏈任何一個部位出現問題
，都有機會直接影響到最終成品的產出。而碼頭
的工潮影響到原料的入口，何立基擔心如果工潮
不能在短時間內盡快解決，恐怕會令部分工廠陷
入停產的危機。

對於罷工或會影響工廠生產，中小企聯會委
員會副主席佘繼泉表示，珠三角一帶的港商尚未

出現因物料供應延誤而停工的情況。他補充說，
當下深圳的貨櫃碼頭的運作已經十分成熟，加上
今次工潮的影響，香港航運業的地位勢將被其他
競爭對手迎頭趕上。

香港處理貨櫃量去年仍領先於擁有鹽田和蛇
口的深圳，排名全球第3位，但據最新消息指出，
今年首季深圳以多處理50萬個標準貨櫃超前，香
港已淪為第4，對此，何立基表示： 「工潮之初，
我們擔心貨船被迫改到其他港口裝卸，對香港航
運業的商譽受到影響，但現時的破壞已超出商譽
範疇，可以講，香港累計損失已是數以億元計。
」他舉例說，不少商家為了趕在合約期前交貨，
被迫採用空運，成本劇增至海運的30倍以上。他
續稱，現有不少原定運來香港的貨櫃被送到鄰近
港口，甚至東南亞，當中的貨物要再往來香港，
將花費更多金錢和時間，當中的賠償問題，還未
知向誰追討。

另一方面，從事海參、花膠等入口生意的佳
運出入口貿易公司陳先生表示，雖然公司依靠航
空運輸，海運對公司的影響較小。但最近空運排
隊提貨的人數明顯較平日增多，平日提貨需1小時
，現在要等候2至3小時。相信是受貨櫃碼頭工潮
的影響，不少付貨人改用以空運送貨，令空運貨
物大增。

阿信屋貨物遲遲未到
擁有多間分店的食物零售商阿信屋負責人林

偉駿證實，公司目前有19個貨櫃的貨物原定在星

期一抵達，受工潮影響，至今未能提取；其中15
個來自日本，4個來自歐洲。林偉駿稱，公司從4
月起未能收到來自日本的貨物， 「所幸公司有3個
星期的存貨量，暫時未造成嚴重影響。」但不少
新貨品由於收貨延誤未能按預訂的時間推出市場
，他亦擔憂部分貨櫃內的貨物如果未能在短期內
提取，會影響到銷售， 「例如紅豆餅及蛋糕等食
品，到港後，保質期只剩下4個星期左右。現在已
經延誤了一個禮拜，如果下周仍未能提領，這批
貨品也就不能推出市場了。」他表示，即使下周
碼頭能夠恢復正常運作，順利提取貨物，公司亦
會面臨激增的工作量，擔心人手分配出現問題。

此外，貨運延宕令健身集團Seasons受到影響，
據悉其中環店正進行裝修工程，近日貼出告示稱
工程受罷工影響，未能如期完成，向顧客致歉。
消息人士透露，這可能與部分設備以及裝修材料
未能準時抵港有關。

毀爛水果激增逾一成
除此之外，九龍果菜同業商會副理事長張志

祥表示，受工潮影響，毀爛的水果較往昔多逾10%
，希望工潮能夠早日平息。另外，香港超過90%入
口大米經海路抵港，入口商李豐年表示，時下天
氣潮濕高溫，恐怕如果工潮持續，抵港的大米長
期放置在貨櫃內，會令大量穀牛繁殖，影響品質
。至於凍肉方面，香港凍肉海產零售批發商會前
秘書長鄭興表示，倘若工潮持續，已經抵港的凍
肉或會變壞。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雖然法院
昨日裁定延長禁制令，但亦容許部分工
人進入碼頭內展開和平示威，令工潮的
解決添上不明朗因素。香港付貨人協會
表示，貨櫃碼頭效率已降至只剩正常情
況50%，不少運來香港的貨物被迫運往
鄰近港口，甚至東南亞，影響涉及許多
行業，造成的損失已達數以億元計。協
會擔心工潮持續，會拖累香港消費品入
口，更會令工廠陷入停產的危機。本報
了解，除水果等新鮮食品受到拖累，擁
有多間分店的日本食品零售店阿信屋亦
有19個貨櫃的食品遲了一周尚未運抵，
有著名連鎖健身店的器材也因工潮未能
到貨，需向顧客致歉。

本報記者 劉柏裕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受葵
涌貨櫃碼頭工潮影響，迄今已有54艘原
定來港裝卸的貨輪取消到港，另12艘正
在途中的亦可能會轉往其他港口靠泊。
消息指出，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
HIT）備受鄰近地區碼頭競爭，這些年
來持續錄得營業額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的背馳情況。

消息人士透露，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公司與 「培記」、 「永豐」、 「聯營」
、 「高寶」和 「現創」等5間承辦商簽
署營運合約，外判碼頭的捆紮、龍門架
和塔機控制等工作，各家外判公司負責
不同的工種。在3月28日，碼頭方面已
與各外判公司有共識，從7月起將給予
工人最少5%的加薪幅度。

對於工會聲稱工人目前薪酬低於
1997年，消息指稱並非事實，以外判商
的捆紮工工資來說，受外圍經濟影響，
1997至2007年確減少了約12.7%，但其後
的4年卻合共上升了26%，其中自兩年前
碼頭方面評核了市場工資之後，當年加
幅達18%。據此而言，工會卻以要求加
薪20%來煽動工人罷工並不成理。

消息稱，受到來自鄰近區域碼頭的競爭，香港
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從2002至2012年間不斷調低處理
貨櫃收費，合共降幅達到35%，以致該公司近年持
續錄得營業收益下跌。該公司去年的內部研究指出
，若情況未獲改善，5年後將會 「無錢賺」。

工潮發生的首天，碼頭公司的裝卸能力一下子
減少近50%，在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以及外判商 「
培記」的工人全面復工下，現時已回復約70至80%
的能力。但受工潮影響，碼頭公司共接獲66艘原定
在3月27日（罷工首天）至4月17日抵港裝卸貨輪的
通知，將改往其他碼頭卸貨，至4月4日（本周4）
當中的54艘已決定取消來港，碼頭公司正盡力，挽
救其餘12般貨輪不至改用其他地區的碼頭。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貨櫃碼頭工潮持
續多日仍未解決，香港貨櫃車主聯會主席梁根權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 「貨櫃車到碼頭輪候交收貨時
間翻倍，以往逾一小時就可以 『搞掂』，現在要三
個多小時。事實上，大家都是輸家。」他認為，若
工潮在下周二前仍未能得到解決，屆時受影響範圍
料增20%。

梁根權表示，現時香港有1.3萬輛貨櫃車，其
中有6000至7000輛在港營運，正常時每輛車每天可
跑2趟，現在只能跑1趟。他說，1趟車司機收入為
300元至350元，因此取貨速度減慢對司機的收入會
造成直接影響。歸根究底，還是香港體力勞動力不
足造成的。他透露，由於復活節和清明節的假期性
因素影響，目前受影響範圍暫未有外界所傳的嚴重
， 「紅日」會使得碼頭工作量減少50%。 「現時受
影響範圍大概有20%，有部分貨分流至其他香港碼
頭處理，還有一部分運至深圳鹽田港。」

梁根權希望工潮能盡快解決，因內地 「五一假
期」即將來臨，貨物趕貨出口，屆時受影響範圍將
擴大20%。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高等法院昨就葵涌
碼頭工潮禁制令展開聆訊，法官聽取工人及香港國際
貨櫃碼頭公司的理據後，同意延長禁制令，但容許最
多80名工人在6號貨櫃碼頭內的停車場以和平方式游說
其他工人罷工。代表碼頭公司的律師余若海表示，會

保留上訴權利。
對於法庭的裁決，香港付貨人協會總幹事何立基

表示，裁決會在某程度上令勞資雙方的對立加劇，延
長工潮，使情況雪上加霜。至於一直留守在碼頭外的
約300名罷工工人則對裁決表示歡迎，並表示會參加進
入碼頭的和平游說工作，但有工友則擔心游說其他工
友罷工容易產生摩擦，該名工友說： 「說服仍然開工
的工友罷工，可能引發言語及身體衝突，希望工人間
要心平氣和。」

昨日在碼頭閘口所見，保安公司加強了保安工作
。據知，在罷工的翌日，有關保安公司已有備無患，
展開招聘臨時保安員的工作。此外，工會承認在過去
兩天有約50名屬於外判商 「聯營」的員工退出罷工，
重返工作崗位。

高院於上周一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再佔
用碼頭，被告人包括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工會總幹
事何偉航，以及另外12名工會代表和其他佔用碼頭人
士。高等法院昨日就臨時禁制令再次展開聆訊，原告
人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要求延長臨時禁制令，但工
人一方則申請撤銷禁制令。

李卓人在庭上表示，基本法及人權法保障工人罷
工權，職工會條例亦規定工人可在工作地點及附近有
和平糾察權，可以和平方式呼籲員工參與罷工，他認
為禁制令使工人只可在遠離工作地點進行行動，令條
例流於空談，令工人成為弱勢中的最弱勢。他又稱，
工潮一開始便有執法部門人員監察工人行動，但從無
指出工潮違法。代表其中3名碼頭工人的資深大律師麥
高義表示，法庭於上周一在部分答辯人缺席的情況下
展開聆訊，使用語言及文件均是英語，工人在當日的
公眾假期亦難找代表律師，大大減低工人們的招架能
力，認為對工人不公平。此外，麥高義曾提出，如果
禁制令獲撤銷，工人願簽署承諾書，日後罷工時不會
違反法例要求條件，包括對碼頭內人士作出恐嚇，阻
礙出入和破壞公眾安寧；並承諾工人重返6號碼頭後，
會保留一條行車線讓貨車出入。

只限和平方式進行游說
但代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

海指出，法例雖然豁免工會在發動工業行動時受起訴
，但工人權利不是絕對，他又指工會擅自進入貨櫃碼

頭範圍已阻礙運作，造成危險，明言 「法庭不是一個
討價還價的地方」，要求延長禁制令。

法庭退庭20分鐘後，法官陳美蘭約於晚上7時許作
出裁決，她拒絕撤銷臨時禁制令，但同意要平衡私有
財產及罷工權，因此她容許工人在碼頭內以和平方式
游說他人參與工業行動，但要限定人數和劃定範圍，
只可容許80人進入6號碼頭停車場進行罷工和游說，但
他們不可作出違法行為，包括破壞社會安寧、堵塞出
入口和恐嚇。

對於高院判決，香港國際貨櫃公司歡迎法庭的裁
決，並認為這表明在法律上外判員工有權表達訴求，
但必須在安全及不影響碼頭運作的情況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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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悉高院判決後，李卓人（右二）等在庭外刻
意 「擺甫士」 讓傳媒拍照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高院雖然延長禁制令，但准許限定數目內的工人
進入碼頭。圖為一批工人昨日在碼頭外進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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