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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商釋出善意
願與工人坐低傾

傳媒問：今次工潮，何以現在才現身解話？

永豐：事發突然，不知如何處理，一直有在處理
工潮，不斷嘗試直接與工人對話。

高寶：罷工毫無先兆，怕現身時間不當，只會火
上加油。

傳媒問：國際碼頭公司表示曾多次增加外判費用
，但工人表示無加薪，外判商從中 「食價」 ？

永豐：行內無秘密，如果 「食價」 多年，行家都
會知道，一定會想盡辦法搶走這 「肥肉」 ，永豐
肯定沒 「食價」 。

高寶：一直將資金投放在工人身上，縱使不是直
接加薪，也增加了工人的福利。

傳媒問：資方是否不願再加薪？

永豐：工會要求的加幅太大，近年營運成本不斷
增加，公司根本不可能滿足工會加薪23%的要求。

高寶：在金融風暴、沙士、金融海嘯期間，公司
不曾解僱任何人，底薪也未曾下調過，且每年都
有增加。工會每2年就要求加薪23%，是不合理的
要求。

外判商與傳媒問答

貨櫃碼頭工潮主角之一的外判商 「
永豐」 和 「高寶」 負責人，昨日主動與
傳媒會晤，解釋連日來以低調方式處理
事件，並非迴避工人訴求。他們希望工
人了解近年營運成本上漲，單是保險金
便升了3倍，外判商面對財政壓力，無
可能滿足工會加薪23%的要求。他們強
調事件發展至今， 「情況令人心酸。罷
工的辛苦，仍在碼頭工作的也辛苦」 。
兩公司都願與工人展開加薪談判，永豐
負責人更坦言，會見工人時不介意工會
代表在場，只希望盡快處理工潮。

本報記者 梁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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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貨櫃碼頭工潮持續，行政長官梁振英
表示政府十分重視，正分秒必爭透過勞工及福
利局斡旋。他表示，勞資雙方的立場清晰，政
府的目標是盡快安排雙方會面協商，會不偏不
倚地處理事件。他強調，政府不會偏幫任何一
方，也不應透過公眾喊話，為任何一方爭取利
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則表示，勞工處
已努力斡旋，希望勞資雙方能拿出最大誠意和
善意，實事求是啟動對話機制，盡快召開會議
解決事件。他稱，勞工處在勞資糾紛中，一向
保持中立，按照一貫斡旋做法，處方會先接觸
拒絕談判的一方，此屬於恰當做法。他表示，
曾與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接觸，更曾經親自斡
旋，但目前事態，工潮問題尚需要時間處理。

遲露面非 「潛水」 避工人
至於一直未有露面的貨櫃碼頭的外判商，

其中2間規模最大的 「永豐」和 「高寶」的3名
負責人昨日主動與傳媒會面，異口同聲表示並
非 「潛水」逃避工人，而是怕太早現身反而火
上加油，對事態不利。他們表示，自己也是工
人出身，在碼頭打拚多年後成為外判商，明白
工人境況，他們形容工潮發展至今是 「情況令
人心酸，工人都是好員工。罷工的辛苦，仍在
碼頭工作的也辛苦」。據悉 「永豐」約有逾
400名員工參加罷工， 「高寶」則有近200人。

對於工人批評十多年來未曾加人工， 「永
豐」的黃先生解釋自1997年起，吊臂工人薪金
有加有減，在2008年至2011年間就有3次加薪
，最大幅度是一更加了200元，但受制於經濟
環境， 「如沙士、金融風暴等期間確曾減薪，
目前日薪平均為1430元。」

「高寶」的劉先生和李先生表示，過去多
年來未曾減薪，工人底薪只有上升，而且各個
工人可按工作年資，每3年額外微升薪金，目
的是公司認同工人成為熟手技工。2人強調
2013年的工人底薪比1997年時上升了14%。

澄清絕無 「食價」 阻加薪
對於外界批評外判商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公司旗下公司，從中 「食價」令工人無加薪，
黃、劉等3人澄清絕無此事。黃更強調， 「永
豐」的大老闆姓林，不是嚴磊輝或是其他碼頭
公司的管理層。

3人同稱，近年碼頭公司提升了外判費，
資金全數用於工人身上從無 「食價」。他們說
，過去幾年人工上漲，公司又需供強積金。另

外有不良工人騙工傷賠償，令保險公司大幅提
高工人的保險金額達3倍。同時，工人年資日
增，公司需要預留現金作為遣散費，以為萬一
公司倒閉之用，上述種種都是成本增加的原
因。

至於上周四（4月4日）三方會議告吹。 「
永豐」及 「高寶」負責人稱，在周3晚上8時得
知勞工處安排會議，3人在周四上午11時已抵
達葵興政府合署，之後看即時新聞知道職工盟
表示工人不願開會，但勞工處方面表示正在斡
旋，短期內會有轉機。但至下午2時，工人仍
然未現身。3人決定多等半小時，最後在2時30
分離開。及後勞工處通知他們工人代表已到場
，黃已即時折返，但劉和李因見傳媒洶湧，不
知如何面對，只留在政府合署外面不敢入內。

黃先生稱： 「永豐已同意7月向工人加薪
5%，事態發展至今，公司已豁出去，工會是
否在場已不在意，只希望盡早與工人會談，如
工人需求合理，也在公司承受能力之內，我會
考慮。」 「高寶」的李先生則稱： 「通脹也不
超過5%，但工人就要求加薪23%，公司根本難
以承受。希望在會談時，工人調整要求。」

另職工盟曾設下會談條件，要求外判商及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派員參與會談，否則予
以杯葛，碼頭公司發言人回應稱，對工人要求
抱開放態度，目前勞工處已介入事件，公司會
配合勞工處斡旋工作。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
其實碼頭工作時間長，大家日見夜見
就好似係一家人咁。講錢，公司同工
人好多次都拗到面紅耳熱，但有邊次
講唔掂？」永豐負責人黃先生形容，
勞資雙方一直都相處融洽，縱有口角
亦能化解。他重申，資方過去一直改
善工作環境，亦在可行範圍內配合工
人需求，並非外界所言「刻薄員工」。

黃說，永豐由最初員工只有100
人，發展至如今逾600人，一直有賴
工人努力。他稱，過去有工人在碼頭
犯事，資方亦願意給他機會重新聘用
。外界一直批評資方強迫工人長時工
作，無吃飯及如廁時間，更指無提供
良好工作環境，令他感到心酸。他表
示，有定期與工人開會了解前線工人
需求，有盡力改善工人待遇。過去多
次與工人討論工資問題，工人曾提出
罷工，最終亦能化解。他稱，永豐已
不斷改善工人福利，也是唯一會包膳
食的外判商。永豐多年來一直在調整
工人工作時間，令工人平均月入達2
萬元。

高寶負責人劉先生則稱，自己過
去是碼頭工人，明白工人辛酸。對於

外界批評刻薄工人，他認為是外界不了解工人的
工作模式。他稱，最初工人以每日3更，每更8小
時輪班工作，後來工人表示只工作1更薪金難以維
生，要求延長工作時間。外判商配合，延長工時
至12小時，最後發展至1日工作24小時，翌日休假
。有個別例子，工人想當值1個月，之後放1個月
假。劉先生稱： 「工人想多勞多得，公司配合，
非公司逼工人長時間工作。公司已就員工生計及
工作效率之間作平衡。」

對於有稱工人被迫在吊籠中大小便，李表示
高寶的安排是吊籠中的工人預先通知控制室，便
會有車輛到來載工人去廁所，至於有人不想從吊
籠爬上爬落，用其他方法解決則是個別的事。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
對工會就勞資會談設限，堅持碼頭
公司及3間外判商代表必須同時出席
，有參與罷工工人認為外判商以 「
永豐」及 「高寶」規模最大，參加
罷工的僱員人數也最多，認為這2間
外判商若同意會談，加上碼頭公司
代表也列席，便願意展開談判。但
工人普遍不接受資方5%的加薪建議
，堅持要加薪23%。另外， 「大狀黨
」昨日亦忽然撐工人， 「放下身段
」到場抽水，包括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議員郭榮鏗等人更親自到碼頭
為工人打氣。

葵涌碼頭工潮昨日進入第12天，
罷工工友輪流在碼頭入口示威，故
現場所見只有100多人，其餘人士則
回家休息。由於連日天雨積水產生
蚊患，多名工友中招，食環署接報
後昨午派員到場噴灑滅蚊水。

工人普遍堅持加薪23%
操控工潮的職工盟堅持勞資談

判的前提，是3間外判商 「永豐」、
「高寶」、 「聯榮」和香港國際貨

櫃碼頭公司代表必須一同列席，不
過，受聘於 「永豐」的罷工工人陳
先生則表示， 「永豐」和 「高寶」
是碼頭的最大外判商，如果這2間公
司同意會談，加上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公司派人列席，他會接受，不一
定堅持工會的主張。但對於資方加
薪5%的建議，他卻並不接受，認為
最少加23%。

受聘於 「永豐」7年的王先生亦
表示接受 「永豐」、 「高寶」2間外
判商參與談判，認為只要2大外判商
同意加薪幅度， 「聯榮」會被迫跟
從。

不過，有工人卻不願丟下 「聯
榮」的工友，但又希望打破現時僵
持的局面，對於是否接受與2間大外
判商展談判感到難以處理，最終的
答案是 「唔知道」。

另工會成立的罷工基金迄今籌
得約530萬元，今天續會向罷工工人
派發1500元，連同之前派發2次，合
共向每名工人派出3000元。

此外，協助碼頭工友爭取超時
補水1.5倍的勞聯屬會香港國際貨櫃
碼頭集團職工會昨發表聲明，批評
碼頭資方昨日以 「協進委員會」特
別會議名義諮詢工友的做法，是逃
避與工會接觸和漠視工會的意見，
諮詢會上資方將超時補水津貼只提
高至1.2倍亦令工會感到失望。聲明
強調，由於資方仍然拒絕回應工會
訴求及與工會談判，該會早前發動
的按章工作仍繼續進行，並會考慮
提升行動力度。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工潮發展初期，外
判商堅拒工會參與勞資談判。外判商解釋，部分激進
工會成員企圖 「控制」公司，甚至希望推倒公司，以
獲取比加薪更 「數」的遣散費。另政黨加入後騎劫
工人令工潮政治化，令外判商不願工會介入加薪談判
。不過他們強調，絕不向工會成員秋後算帳。

高寶負責人劉先生、李先生透露，過去外判商都
與工人直接討論工資問題，工人在事後才通知工會加
薪結果，如果工人感到不滿才向工會投訴，工會再向
外判商反映。這個模式行之有效多年，但近年工會組
織成熟，開始主動參加勞資事務。有時更挾持工人，
迫令外判商滿足工會要求，令他們感到工會企圖 「控
制」公司。

李先生表示，早期工會比較鬆散，不太介入公司
事務，工資調整多年來主要由外判商主導。至2011年時
，有工會主動組織工人提出加薪要求。他形容，過去
工資調整能夠與工人有商有量，但工會介入後，加薪
要求變得不考慮資方承擔能力，且工會試圖以不同方
式令外判商就範。

李先生指出，介入工潮的政黨不了解碼頭運作，
卻鼓動工人罷工，又以 「生活津貼」留住想復工的工
人，令工潮難以平息。他批評現在工潮已政治化，一
方面有人想借工潮控制公司運作，另一方面有人借工
潮增加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永豐負責人黃先生表示，2005年時另一個貨櫃碼頭
的外判商 「富達」，原本已和工人達成加薪協議。但
工會卻不滿加幅，發起工業行動，要求富達大幅加薪
。富達最後滿足工會要求平息工業行動，結果一年後
收支失衡而倒閉。

劉先生補充稱，由於碼頭需要人手運作，新接手
的外判商仍需要熟手工人。據他得知的消息，有部分
另有目的的罷工工人，期望拖垮現有的外判商，務求
獲得可觀的遣散費，在新外判商上場後自己依舊保有
工作。他表示，現時所有外判商已成立多年，十分穩
健，不易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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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黨抽水 忽然撐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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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商強調不秋後算帳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中）、議員郭榮鏗（左）等忽然撐工人，昨日到碼頭抽水為工
人打氣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貨櫃碼頭外判商永豐及高寶負責人昨日
現身回應工潮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永豐近年工資調整情況
年份

1997年

1998年

2003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1年

註：各工人更數不同，薪金或有波動；另
過去超時加薪津貼為時薪1.5倍，2008年取
消後至今未調整。

較上次變化

+30元

-30元

-60元

-60元

+30元

+55元

+200元

最新薪金

1295元

1265元

1205元

1145元

1175元

1230元

14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