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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上月港口吞吐量大跌8.5%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職工盟
企圖預演 「佔領中環」，令工潮升級。有
參加罷工的工人便對行動表示質疑，認為
在長江中心前紮營，似是宣傳工會活動多
於解決工潮問題，質疑升級方案的初衷是
為工會吸引社會目光，而非為工人爭取權
益。

勞資第3次會談前夕，職工盟宣布如果
今天談判破裂，就會即刻採取升級行動。
有工人透露，工會已號召罷工工人以及聲
援人士到長江中心前紮營靜坐。罷工工人
張先生表示，升級方案由工會提出，其中
大部分工友沒有參與討論。他質疑相關行
動的作用： 「就算係去到長江中心紮營，

又有什麼用？上次我們也被叫了去長江中
心前吃飯盒，對解決問題同樣毫無作用。
就像那班學生苦行12小時來支持工潮，其
實都是在做show（表演），是為工會做宣
傳。」

另一位參加罷工的工人曾先生表示，
升級行動的影響可大可小，視乎集會的人
數，有可能會令中環癱瘓，對香港社會造
成重大影響。自己對於這個行動有所保留
，但工潮發展到這個地步，也只能跟從集
體的決定。他說： 「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難道其他人去，自己不去？這說不過去
，現在大家都只能服從集體以及工會的決
定。」

工人嘆被迫跟從工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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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處斡旋安排下，工聯會、勞聯以及
職工盟今天分別與兩間外判商 「永豐」和 「高
寶」公司舉行第3次調解會議，其中工聯會和
勞聯與資方的會議安排在上午舉行，而職工盟
就會在下午展開。開會前夕，職工盟昨午召集
參加罷工的工人舉行工人大會，聲稱要收集工
人的意見，訂立今日談判的底線與進一步行動
方案。

談判前夕突揚言升級行動
職工盟旗下的碼頭運輸業職工會總幹事何

偉航在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第一句話就說：
「我都準備好了，一定會進行升級行動的。」

至於為何勞資會談仍未開始就有此結論，他解
釋是基於早前開會資方沒有釋出誠意。他強調
，工會通過工人大會收集了400餘名罷工工人
的意見，已經訂立了會談的底線以及升級行動
的方案。

涉搞假諮詢大會利用工人
至於底線和升級方案的內容，何偉航拒絕

透露，僅表示如果今天開會感受不到資方的誠
意，就會即時發起升級行動。另外，他又不排
除會因為 「培記」和 「聯榮」的代表不出席調
解會而直接發起升級行動。他續稱，升級行動
的方案不僅涉及已經罷工的工人，還會包含其
他外判商的工人、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直屬員
工乃至在其他碼頭公司工作的人。雖然目前仍
然未能統計參加人數，但他預言升級方案能夠
給予政府和碼頭公司更大的壓力，並會對香港
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記者在會後訪問參加工人大會的工人，但
所有受訪的工人都表示工會沒有在會上收集自
己的意見。其中來自 「永豐」的船上理貨員吳
先生說： 「沒有問過我啊，剛剛開會只是工會
的人在不停地講，但沒有收集過工人的意見，
只是叫了幾個代表去談而已。」而在 「高寶」
任職吊機手的張先生就稱： 「整個會議進程都
只有工會的代表發言，我們罷工的工人只能聽
他們安排。」

張先生又透露，工會的代表在會上對他們
說，談判的底線訂在每更（8小時）加80至90
元，較早前提出每更加100元要低。升級方案
則是到中環長江中心前 「紮營」。由於 「左翼
21」等激進團體早在罷工初期已經介入工潮，
並與工人一同在碼頭外靜坐。估計他們也會加
入到行動之中，升級行動隨時會成為 「佔領中
環」的預演。

圖謀動員赴長江中心紮營
另有消息透露，職工盟已制訂一系列方案

，包括會議一旦破裂，碼頭和會場的工會代表
與工人便會各自操往長江中心紮營，並會在網
上發放消息，呼籲其他社運人士參加，有意在
下午下班前湧至中環，造成更加大的影響。本
報曾向和黃查詢有關情況，但並未獲回覆。

【本報訊】記者林靜文報道：香港港口發展局昨
公布3月港口貨櫃箱吞吐量數據，3月櫃量報188.1萬
個，按年跌8.5%。其中葵青碼頭裝卸量跌5.9%至
142.1萬個，中流作業、內河船及公眾卸貨區櫃量急
跌15.7%至46萬個。業內人士分析，貨櫃量錄得大跌
，其中一個主因是上月乃春節假期過後第一個月，工
廠正在逐步接收春季訂單，為恢復生產做準備。至於
碼頭罷工影響則仍未有在上月的貨櫃處理量中體現出
來。

歐洲經濟持續疲軟，加上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使
得訂貨量減少，對香港轉口貨量產生影響。今年首季
本港貨櫃箱吞吐量跌4.6%至543.1萬個，其中葵青碼
頭裝卸量跌4.8%至407.2萬個，中流作業、內河船及
公眾卸貨區處理量跌4.1%至135.9萬個。今年1至3月

，葵青碼頭入口貨櫃跌2.5%至208.8萬個，出口則跌
7.1%至198.3萬個，反映歐美訂貨減少對香港出口貨
櫃量造成直接影響。

受累工潮 勢遭深圳趕過
事實上，隨珠三角工廠逐步向中部轉移，珠三

角整體貨量也在減少，加上廣深兩地港口的大力發展
，搶走香港不少貨，本港的競爭優勢進一步下跌。深
圳港首季處理貨櫃量按年增3.7%至528.81萬個，與香
港的差距進一步收窄，連同此次工潮影響，深圳港得
以受惠，相信今年香港全球貨櫃箱碼頭第3的位置難
保。去年，全球4大集裝箱碼頭分別為上海港、新加
坡港、香港和深圳港。

數據顯示，上月入口貨櫃箱跌2.4%至74.1萬個，

出口則跌9.5%至68萬個。其中入口重貨櫃箱和吉箱分
別跌1.3%和9.8%，至65.4萬個和8.7萬個。出口重貨櫃
箱和吉箱分別跌9.8%和6.9%至61.7萬個及6.3個。整體
重貨櫃箱跌5.6%至127.1萬個，整體吉箱跌8.6%至15
萬個。

按今年首季數據，全球貨櫃箱港口排名順序並沒
有改變，上海港繼續保持第1的位置，首季處理780.2
萬個，按年升3%。其中上月貨櫃箱量報287.5萬個，
按年升5%。至於新加坡港首季錄得763.5萬個，按年
微升1.3%，保持第2位；香港和深圳港則分別位居第3
和第4的位置上。

對於政府最新公布的香港港口吞吐量下跌，香港
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承認情況令人擔憂，並呼籲各界克
制、共同努力，早日解決僵局及恢復港口運作正常。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職
工盟揚言要將行動升級，猶如變相預演 「
佔領中環」，政界人士普遍斥責其激烈行
為，期望勞資雙方可抱互讓互諒的態度
繼續理性溝通，盡早解決事件。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目前3個工會
代表已與資方進行了談判，而勞工處亦積
極斡旋，希望各方透過溝通盡快解決事件
，否則工潮拖得越久，對香港社會、經濟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更大。譚耀宗指出
，工人爭取權益天經地義，但不可太激進
，相信透過談判、溝通是最好的解決方
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金融界立法會議
員吳亮星亦指出，工運的負責人需確保行
動是依法進行，理性、合理地為工人爭取
利益，而不應該影響到社會經濟的正常運
作，相信市民亦不希望看到罷工工潮最終
影響到社會的安定繁榮，期望勞資雙方可
互讓互諒，令談判取得實質成果，盡快解
決事件。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
健鋒則表示，反對派現在動不動就以 「佔
領」來威逼，實在太霸道。林健鋒認為，
勞資談判應建立在互動、互諒的基礎上，
資方已表明願意考慮加薪，但身為職工盟
秘書長的李卓人卻未展現出談判的誠意，
不肯讓步，難以達成共識。他希望，勞資
雙方的談判應以工人利益為依歸，讓工人
既有工作做，亦可爭取到合理的、資方可
承受的薪酬水平。

「佔領貨櫃碼頭」與 「佔領中環」計謀如
出一轍，都是拿 「佔領」來進行威脅。這猶如
「穿黑衣就被人逮捕」一樣，是偷天換日，妄

圖改變事物的真相，以達到蒙混欺騙的目的。
「穿黑衣就被人逮捕」，這是早前反對國

民教育的一幫人一廂情願、對法例胡亂詮釋的
說法，事實是自己在遊行示威時不聽勸告，硬
要衝前；又或者根本未曾申請就往示威遊行。
執法者依法逮捕他們時，他們穿了黑衣，有備
而來，就說是 「為何穿黑衣就被逮捕」。正確
地說，應是一個人違法，就會被逮捕，哪管他
或她穿什麼衣服！同樣地，一個人有罷工的自
由，但沒有佔領人家地方的權利，這與一個人
有罷工自由的權利無關，不要亂套一通。

另一方面，職工盟只幫助碼頭工人。無疑
碼頭工人很辛勞，值得幫助，但作為工會，平
時應多搜集資料，多了解工人苦況，哪幾個工
種的工人特別受到不公平對待。酒樓工人每天
十多個小時，站工作的時間多，有些在假日
還得回來開工，說是 「必須在假日後的第一天
提早回來打點」，卻得不到補薪；又有寫字樓
老闆對職員說 「假日你在家幹什麼？回來幫忙
嘛」。假日也無權休息？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職工盟只是看到碼頭有可供 「佔領」的 「根據
地」，便借此 「幫助」工人，有利用工人以達
到一己政治目的之嫌，是巧取豪奪，目的不
純。

工聯會幾十年來一直向街坊贈醫施藥，關
心地區事務，工人被迫罷工時工聯會也曾多次
從中斡旋，結果也證明很能幫到工人。從上世
紀50年代至今，窮人受工聯會恩惠，生活成本
大減，上一代長者至今仍津津樂道，這才是真
正關心平民的好工會呢。

圖借工潮預演圖借工潮預演佔中佔中

請認清誰真正服務工人
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勞工處今天將安排
貨櫃碼頭工人和工會與資方展開第三輪會議，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預期談判將有實質進展，更希望勞
資雙方可在本周內達成共識，平息工潮。

張建宗表示工潮至昨日已持續19日，長此下去對
任何一方也無好處。他擔心罷工工人長期在外影響健
康，亦很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復工，社會亦希望碼頭早
日如常運作。調解會已進入第3輪，目前勞資雙方的分
歧已收窄，他希望雙方透過對話，非對立、非對抗的
態度，心平氣和，冷靜地實事求是的回到談判桌，他
渴望能夠在本周內得出雙方都接受的方案。

對於首兩輪調解會分別有資方或勞方提早離場，
張建宗認為並非有人不願談判。他表示，不懷疑雙方
仍然充滿誠意去處理薪酬待遇問題。他說，工人爭取
權益，改善待遇，無可厚非，社會亦能理解。但需要
考慮外判商的營運情況，以至全港的整體利益。目前
最重要是雙方需要放下身段，要互諒互讓，不能說 「
我的立場就是這樣，這是我的底線，不可以改動的」
，否則便很難談出結果。

被問及五一勞動節將近，如若貨櫃碼頭工潮未平
息，或會激起更多工人上街遊行。張建宗表示，局方
及勞工處連日來已傾盡全力斡旋。是次工潮屬個別事
件，過去香港大型工潮和勞資糾紛數量不多，按局方
最新數據，勞工處處理或調解的個案，調解成功率達
73%，處於歷年來的高水平。張續謂，過去幾年政府已
不斷改善勞工權益，如最低工資落實，為香港勞工和
社會歷史上寫下重要一頁，是個里程碑。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對於有報道稱葵涌6
號貨櫃碼頭近日多了南亞裔的裝卸工人，懷疑有人聘
用黑工，以及未參與罷工的前線工人被迫連續工作5天
以應付人手不足，營運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
HIT）昨發表聲明予以否認，表示工人當更期間，享
有一定小休時間，亦不容許有外判商聘用黑工。

聲明指出，碼頭裝卸工人由外判商提供，碼頭公
司的要求是員工必須是合法而且有足夠訓練、符合場
內職安健要求，至於工人的族裔則不在公司考慮的範
圍內。

對於有傳媒報道有工人最近連續在碼頭工作5天甚
或更長的時間，聲明強調所有工種工作均為編更制，
工人當更的安排是與所屬外判商協商的結果，理應純
屬自願，不存在強迫當更情況。無論如何，每更的工
時內均設休息時間，碼頭內也有設施讓工人作小休。

HIT：不容外判商聘黑工

張建宗冀工潮周內平息

▲碼頭運輸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
航聲稱，工會通過工人大會收集
了400餘名罷工工人的意見後，才
訂立出所謂的升級行動方案

本報記者劉柏裕攝

▲在昨日舉行的工人大會上，部分工人在
台上人士的指示下振臂嗌口號

本報記者劉柏裕攝

▶職工盟圖謀動員工人及社運人士
，在勞資談判破裂後到長江中心外
紮營，變相預演 「佔領中環」 。圖
為職工盟日前帶領部分罷工工人示
威時途經長江中心

▶職工盟秘書長
李卓人

資料圖片

▲香港港口發展局最新公布的港口貨櫃箱吞吐量數據已 「響
起警號」

貨櫃碼頭工潮今天踏入第貨櫃碼頭工潮今天踏入第2020天天，，
有可能在政治化下變成有可能在政治化下變成 「「佔領中環佔領中環」」
的預演的預演。。勞工處安排勞資雙方展開第勞工處安排勞資雙方展開第
33次調解會議前夕次調解會議前夕，，職工盟召開所謂職工盟召開所謂
的工人諮詢大會的工人諮詢大會，，聲稱若資方提出的聲稱若資方提出的
條件不符要求條件不符要求，，即會將罷工行動升級即會將罷工行動升級
，，且明言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影響且明言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影響；；
本報獲悉升級行動是即時操往中環長本報獲悉升級行動是即時操往中環長
江中心紮營示威江中心紮營示威，，且會在網上放風號且會在網上放風號
召其他社運組織參加召其他社運組織參加。。有出席諮詢大有出席諮詢大
會的工人踢爆會的工人踢爆，，工會在會上並無諮詢工會在會上並無諮詢
過工人意見過工人意見，，所謂談判底線和升級行所謂談判底線和升級行
動方案動方案，，都是工會的內部決定都是工會的內部決定。。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劉柏裕劉柏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