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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多天，至今有幾個問題
值得思考：一是罷工為何與 「佔領」扯上關係？二
是為何只是行業的部分工人罷工而不是全部或大部
分工人罷工？三是為何只有一個工會介入，而另一
個工會不參與其中？四是政府於當中的角色為何 「
看似輕描淡寫」？

工人要爭取他們認為的合理待遇而罷工並不奇
怪，全世界均有之。問題是，這到底真是貨櫃行業
的老闆剝削全體工人呢？還是行業的整體工人的待
遇不差，只是部分工人認為不符合他們理想，因而
要向老闆爭取？如果是後者，便只是個別工人與老
闆之間的事了。

罷工原是所有工人的權益，基本法也賦予港人
有此自由。惟你罷工便罷個夠，為何 「佔領碼頭」
呢？你可以天天來，人家下班了，你還在那裡弄至
通宵達旦，這就是對整個社會的傷害。資方向法庭
申請禁制令，是自然而然且合理的。

工人對行業當然有貢獻，但難道行業的設計者
，給工人有就業機會，且令香港貨櫃業舉世知名，
貢獻就比工人少嗎？資本主義社會原就是這樣。如
果你說有剝削，就應拿出具體證據來。

如果整個行業的工人都覺得待遇確實微薄，生
活極之困難，那麼，不必等到個別工會代其出頭，
工人本身已經迫不及待，群情洶湧了。明乎此，便
解釋了為何只有一個工會介入，而另一個工會未參
與其中；也解釋了勞工處的角色為何 「看似輕描淡
寫」，因為這只是部分人的一廂情願，與其他人無
關，而這當中又有人在挑撥勞資矛盾，先是在 「港
台」搞是搞非，說要 「佔領港台」，如今是搞部
分貨櫃工人 「佔領碼頭」，藉此為 「佔領中環

」熱身而已。
看 「佔領」場地熱鬧得像開派對，有人還在

裡頭談情說愛，便知道其中有人在把事件政治化
。主其事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真普聯論壇如鬧劇 腰斬收場

政黨介入扭曲事實
工潮政治化礙談判工潮政治化礙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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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言人表示，勞工處正繼續全力斡旋，促使各方面對調停會議
的安排達成共識，從而透過直接對話，務實解決問題。發言人續稱，工
潮發生以來，勞工處一直不斷在各方之間往來調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本人亦致力協調。

張建宗籲理性對話
早前曾親自與和黃港口公司高層會晤，並主動致電李卓人邀請出席

三方會談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發表聲明，呼籲各方本互
諒互讓的精神，透過理性對話，縮窄雙方分歧，達成各方可接受的解決
方案。

工潮至昨日已持續11天，城市論壇以此為題展開討論，講者之一的
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表示，事件中外判商有能力回應工人訴求，但
缺乏和平談判的機會。他指責政黨介入，導致工潮變得政治化，阻撓勞
資雙方談判。原本到場 「旁聽」的自由黨主席周梁淑怡亦發言稱，現時
工潮過於情緒化，有必要保持心平氣和進行談判，她促請政府盡責任協
助事態降溫，並認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事件中 「失蹤」的做法
不能接受。

職工盟幹事蒙兆達則指責香港勞資法例千瘡百孔，僱員的工時及薪
金沒有明確保障，又指外判商 「玩」逃避談判，故工會有必要介入迫
使碼頭公司參與談判。

另一講者時事評論員馮振超則稱，介入工潮的政黨多屬泛民主派，
使事態一面倒向工人一方，認為建制派亦應介入，為商界提供發聲渠道
。不過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認為過多政客會撥火扭曲事實，因此政黨
應避免介入。

另方面，200名原在貨櫃碼頭罷工的工人，部分連同家屬，於昨午
乘專車前往維園，再遊行往中環長江中心及政府總部抗議，多個組織包
括外傭團體亦有會員到場支持。示威隊伍於3時許出發，主辦單位聲稱
遊行人數多達4000人，警方估計約2800人。

政黨應避免介入
遊行人士出發前綁上紅頭巾，並高舉國際貨櫃碼頭的董事總經理嚴

磊輝等人的頭像紙牌，途經和黃旗下店舖都會高呼罷買口號。近5時左
右，遊行隊伍抵達長江中心，遊行人士在長江中心門外大叫口號，並向
嚴磊輝等人的頭像紙牌擲廢紙表達不滿。他們逗留5分鐘後繼續前往政
府總部集會，之後工人返回葵涌貨櫃碼頭繼續罷工。

身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特首梁振英，昨日被傳媒問及有關工
潮的意見，但他未作任何回應。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葵涌碼頭工潮已令近60艘原訂
來港的貨輪轉往其他港口，令多個行業蒙受數以億元計的損失，
不過職工盟的李卓人卻以此作為籌碼，聲稱工潮耐力戰已令碼頭
商譽受損，要求碼頭公司展開談判。對於被批評政黨介入令工潮
政治化，他則辯稱工運和社運兩方力量雙結合，反映工潮獲社會
支持。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碼頭工潮
發展多日，罷工人數一直保持400多人，復工人數不多，反映工
人要求談判的決心很大，形容這是一場耐力戰。

他形容碼頭公司黔驢技窮，頒禁制令、使用銀彈政策、警告
工人若不復工將不再獲錄用，威迫利誘都無法誘使工人復工，認
為碼頭公司必須返回談判桌才能息事。

對於有評論指工潮有政治化趨勢，李卓人表示，工潮能結合
工運和社運兩種力量是好事，反映工潮獲社會支持，認為有關言
論是有意抹黑工潮。他說，工運社運化是自然發展，又說社運團
體在法庭頒布禁制令後，尊重工會決定，即時撤出碼頭，值得欣
賞；同時罷工基金已籌得近二百五十萬元，反映今次工潮獲社會
認同。

不斷為勞資雙方談判加設前提的他又乘機 「抽水」，指責政
府在事件中表現過於低調，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和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沒有表態。

挾損碼頭商譽
李卓人又抽水

葵涌碼頭工潮持續，工人與碼頭公司雙雙成為輸家的
同時，亦已影響到香港其他多個行業。昨日一個論壇上，
台上台下均有講者批評政黨介入工潮令事件變得政治化，
阻撓勞資談判，希望勞資雙方平心靜氣，並促請勞工處積
極斡旋，盡早解決事件。

本報記者 余育奇、梁康然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愈演愈烈，已影響
及多個其他行業，但操控工潮的職工盟就勞資談判設定的前提卻愈來愈
強硬，有工運人士擔心工友被煽風點火過分 「企硬」，不但無助解決事
件，更可能被誤導以致影響工友自身利益。

有多年工運經驗的人士指出，包括工聯會、勞聯等多個工會，一直
有與貨櫃碼頭公司商討工人加薪和改善工作環境的事宜，但卻以職工盟
最識 「玩」和誤導工友，將問題不斷吹大，且以大話大話，令事件
不斷政治化。

工潮爆發初期，以職工盟為首的工會代表言之鑿鑿，宣稱碼頭工人
薪金10年來從未增加，甚至低過1997年的水平。但事實上，多個職位的
碼頭工人薪金都曾提高，其中，籠機操作員時薪由1997年的53元增加至
現時的60元；塔機操作員的平均薪金就從1997年每小時62元增加至現在
的71元。該工會隨後雖改口，辯稱工人薪酬即使曾經增加，但仍然追不
上通脹，不過並無解釋從未加薪的說法從何而來。

辯稱加薪追不上通脹
本來，勞聯的屬會正就碼頭工友爭取超時補薪，過去碼頭工人超時

有補水，且是時薪的1.5倍，但卻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取消，故工會為
此據理力爭，不過爭取超時補水不足以成為全城話題，故職工盟才說出
「10年沒加過薪」的謊言，且提出 「要求加薪20%」的說法，目的是要

勞資雙方水火不容。
該工會憑藉誇張騙取同情心，並成立罷工基金向公眾募捐，但其後

派發罷工基金時，卻要求罷工工友必須加入職工盟才有錢派，變相踢工
友入會，李卓人更辯稱： 「工人若不想入會，就唔會參加罷工啦！」其
後才轉口，說工人加入工會可受職工會條例保障，隨後勞工處斡旋冀望
召開三方會談，該工會更進一步要求勞資談判要以 「工會代表團」出席
，同時為會談設置的前提也不斷加碼，要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與4間
外判商代表同時出席，工會才肯出席。

對此，工運人士指出當中存在誤導成分。他解釋：雖然職工會條例
註明工會工人參與罷工受到保障，但卻不是免死金牌，根據經驗，過去
有工人代表事後被資方以工作出錯，發警告信後解僱，故工會應盡量減
少工友被擺上，以免影響工人自身利益。

他續說，過往的一貫做法是工會率領工友以罷工等方式爭取利益，
一旦勞資雙方就大原則達成共識，如決定就加薪問題展開談判，工會代
表便會撤離，讓工友代表與資方傾談細節，如堅持工會參與談判，對勞
資雙方達成和解反而不利。

職工盟隨時連累工人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 「真普選聯盟
」昨日舉行第一次政制論壇，最終卻腰斬收場。有出席
論壇的市民質疑論壇只邀請反對派人士出席，猶如 「一
言堂」，且程序表上亦無列明公眾發言時間，當有市民
就此向主辦方反映情況時，即引發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及人士，與市民爆發言語衝突，論壇最終在一片混亂
中腰斬。真普聯發言人鄭宇碩隨後補鑊聲稱，五月的論

壇將邀請建制派人士出席云云。

限制發言兼諷刺市民
真普聯昨日以討論 「香港未來民主政制發展」為名

，舉辦成立以來首次政制研討會。首先發言的是資訊科
技界立法會議員、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他竟以小學
生選班長比喻香港2017年普選，他說： 「每年選班長都
是一人一票，今年班主任話篩選，設立提名委員會……
」，此番言論引起台下市民的不滿，市民陳先生斥責其
「比喻失當」， 「點可以用小學生（選班長）比喻普選

呢件大事？」但真普聯工作人員竟命令陳先生 「收聲」
，隨即引發在場市民與工作人員言語衝突，莫乃光卻說
： 「唔使理佢地（市民）」，並繼續發表謬論： 「中央
政府將香港選舉變為私人party（派對）」，其言論再次
引起出席的市民騷動，令研討會一度中斷。

遲到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隨後步入會場，並
立即與市民 「短兵相接」，他屢次污衊部分不滿論壇安

排的市民猶如 「黑社會」，更人身攻擊地嘲諷他們 「快
飲美沙酮，美沙酮中心四點收工，快飲啦」。到民
主黨副主席蔡耀昌發言時，蔡聲稱 「愛國愛港」是 「新
」，又語帶煽動地說 「北京唔信任香港人」，令部分
在場市民無法按捺情緒，指責其 「混淆黑白」。此時，
梁國雄突然走向市民一邊粗言相向，場面再現混亂，鄭
宇碩遂宣布中斷論壇。

在隨後的記者會上，鄭宇碩對於腰斬論壇表示 「遺
憾」，但當被問到為何一直聲稱以 「平常心」應對不同
聲音的真普聯，在今次面對不同聲音時會宣布中斷論壇
，他並無作答，只稱下個月舉行的論壇將邀請建制派人
士參加。至於會否應邀出席民間團體愛港之聲即將舉辦
的論壇，多次表示要聆聽各界意見的鄭宇碩竟推搪說 「
唔敢去」。

「長毛」 涉自稱黑社會
論壇過後，約10名以個人名義出席研討會的愛港之

聲成員到深水警署報案。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
「長毛（梁國雄）在會上曾自稱 『我係黑社會』，令人

覺得受到威嚇。」他又表示，有在場市民已拍下 「長毛

」涉嫌自稱黑社會的影片交給警方。據知，警方已從報
案人檢走相關錄影片段作調查，並會繼續跟進事件。案
件列 「自稱三合會成員」處理，暫未有人被捕。

另一方面，反對派雖然口口聲聲表示 「佔領中環」
是爭取普選的最後一步，但昨日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
麒卻表示，計劃成立 「佔中」醫療服務隊，為參與 「佔
中」的市民提供醫療支援服務。他又稱目前有近廿名醫
護人員表示參與，未來會透過社交網站呼籲更多醫護人
員參與。他說，若屆時有清場行動，自己不會反抗，其
他醫護人員則自行選擇。

▲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左）認為政客介入工潮阻撓談判
本報記者余育奇攝

▲罷工的貨櫃碼頭工人表達不滿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有被 「收聲」 禁制發言的市民，與工作人員爆發
罵戰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 「長毛」 梁國雄（右）在論壇上與市民舌戰時，
不斷拋出粗鄙言詞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碼頭工人面露疲態參加遊行
本報記者梁康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