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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潮事件簿
3月28日
由職工盟屬會香港貨櫃碼頭職工會率領近100名外判工
人於碼頭突然罷工，要求加薪20%，其後激進組織 「左
翼21」 介入，聯同工人衝入6號貨櫃碼頭內，霸佔車道
上集結。在場保安員阻止，混亂間5名保安員受傷。

3月29日
碼頭外判工和聲援大學生合逾200人通宵留守6號貨櫃碼
頭，並佔據有蓋閘口8條通道。

3月30日
多個團體及政黨進入碼頭，聲援罷工工人，一度聚集達
600人。職工盟當日成立 「碼頭工人罷工基金」 。

3月31日
罷工工人發起遊行，由6號碼頭遊行至8號碼頭1間外判
商辦公室。是為本港首次在貨櫃碼頭內發生的遊行示
威。

4月1日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指出碼頭屬私人地方
，要求罷工工人在中午前撤走。翌日HIT成功取得臨時
禁制令，迫令罷工工人離開碼頭範圍。

4月3日
《壹週刊》指HIT與外判商同屬一間公司。HIT董事總經
理嚴磊輝召開記者會否定說法。

4月4日
勞工處在葵興政府合署召開首場勞資調解會，因勞資雙
方前腳離場後腳到場，雙方未能會面，調停會告吹。

4月5日
HIT取得正式禁制令，但法庭批准80名以內的工人進入
碼頭，游說其他人參與罷工。

4月7日
罷工工人發起遊行，下午由維園出發，途經長江集團中
心前往政府總部，警方表示最高峰時有2800人參加。

4月10日
第2輪勞資調解會正式進行，工聯會及勞聯介入談判，
但無進展。

4月11日
第3輪調解會進行，無大進展。

4月12日
罷工工人前往長江集團中心門外吃飯盒抗議。

4月14日
HIT發出聲明表示，貨櫃碼頭處理量回復至86%。

4月16日
第4輪調解會進行，外判商、工會、勞工處各拋出新加
薪方案，但最終無達成共識。

4月17日
逾100名罷工工人正式駐紮在長江集團中心門外。而外
判商高寶發出聲明，表示無力應付工人加薪要求，考慮
退休不幹。

4月18日
外判商高寶下午發出正式聲明宣布結業，至本年6月30
日外判合約完成後，不會續新約。職工盟聯同十多個政
黨及民運團體呼籲全港市民於19日晚上7時前往中環長
江中心，出席支持罷工工人晚會，實際是預演 「佔領中
環」 。

4月22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首次與職工盟代表會面，但未
能定下調解會再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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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晚上6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
碼頭業職工會的代表會面，會面時間原定1小時
左右，最終會面長達2小時，至晚上8時左右結束
。會後，張建宗向傳媒交代會議上內容，表示在
會上已向工會代表解釋，過去數星期，政府一直
努力進行斡旋工作，希望盡早解決是次勞資糾紛
。並強調政府高度關注工潮動向，在工潮發生第
一日起，已經希望及早化解勞資糾紛。

用心聆聽工人訴求心聲
張建宗續稱，工會代表亦向政府反映所關注

事項，包括職業健康安全、工作時間、上班編更
、如廁等等。他強調在會上有小心、用心地聆聽
工人的訴求及心聲。政府將在職業安全健康會議
上積極跟進有關事項。他又承諾，局方會了解罷
工吊機手的前景安排，包括了解高寶結業後，如
何安排旗下工人，若局方得到高寶的答覆，會盡
快向勞方交代。

高寶明言不再參與談判
對於何時再召開調解會，張建宗表示存在困

難。他指，罷工工人中有逾300人屬於外判商永
豐旗下，永豐有誠意繼續與工人對話，亦向政府
表明無意結業。不過外判商高寶就表示，基於未
來會結業，高寶將不會再參與之後的調解會。張
建宗指出，工會堅持高寶及永豐要一同在場進行
調解，但高寶堅拒再會面，正是促成勞資談判的
難度所在。但他表示，局方會繼續跟進工潮，並
努力斡旋，呼籲勞資雙方透過理性對話解決問
題。

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在會後見傳媒，
稱不滿當局在工會要求下才與工人代表會面，亦
反指不滿政府對工潮反應緩慢。他強調即使高寶
結業，亦需要有吊機手負責人出席調解會。

何偉航又說，工人代表在是次會面中，另向
政府提出多項職安健的問題，但稱不滿勞工處將
有關問題推卸給律政署，需要由有關部門處理法
例問題。

何偉航又說對政府回應感到失望，要求勞工
處迅速處理有關問題，例如需要外判商白紙黑字
寫明當值安排，列明工人當值24小時期間，是工
人6小時工作後，會有6小時休息等等；對於政府
承諾跟進外判商高寶結業，對吊機手的影響，他
稱希望政府能盡快給予工人一個答覆。

職工盟刻意刁難堅持高寶出席職工盟刻意刁難堅持高寶出席

碼頭工潮僵持至第碼頭工潮僵持至第2626日仍未有緩日仍未有緩
解跡象解跡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
日首次與罷工工人代表會面日首次與罷工工人代表會面，，希望直希望直
接了解勞方需求接了解勞方需求，，期望斡旋勞資雙方期望斡旋勞資雙方
再次回到談判桌再次回到談判桌。。不過不過，，儘管張建宗儘管張建宗
會後形容會面坦誠會後形容會面坦誠，，但職工盟屬會碼但職工盟屬會碼
頭業職工會的代表仍然堅持談判要有頭業職工會的代表仍然堅持談判要有
永豐及高寶等兩家外判商在場永豐及高寶等兩家外判商在場，，但已但已
宣布將結業的高寶已向政府表明無意宣布將結業的高寶已向政府表明無意
再加入談判再加入談判，，令到勞資雙方重開調解令到勞資雙方重開調解
會困難重重會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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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佔據中
環長江中心空地的碼頭業職工會昨日在未
知會警方下又再發起遊行，並且衝出馬路
，擠塞交通，更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有
警員被推撞至跌倒在地。警方事後回應事
件指示威隊伍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阻塞
及構成危險，警方會考慮追究有關人士責
任。

近300名工人，昨午2時40分開始從中
環長江中心出發，沿途高舉橫額大叫口號
，遊行至金鐘新政府總部。警方沿途派出
約30多警員，沿途維持秩序，並短暫封路
供遊行隊伍前進。

遊行隊伍先橫過金鐘道，之後沿金鐘
道東行線進發。其間工人多次拒絕聽從警
方指示，強行在馬路上遊行，導致交通大

為擠塞。警方多次用揚聲器作出呼籲，但
工人情緒激動，反而高聲向警方喝倒采。

工人其後在力寶中心一座對開轉入添
美街，走出夏道西行線。警方再次呼籲
工人返回行人路，並築起人鏈防止工人衝
出馬路。但工人拒絕遵從，更在遠東金融
中心對開，與警方發生推撞，混亂中一名
軍裝警員被推倒地上受輕傷。警方人員將
過程拍攝記錄，但未有作出任何拘捕行動
，表現克制。

數以百計工人，強行衝破警方防線，
之後從夏道天橋底，繞道遊行至夏道
東行線馬路遊行示威。至下午3時40分，罷
工工人經添美道入口，抵達政府總部東翼
大樓地下集會，繼續展示橫額、叫口號及
靜坐。

警方回應昨日遊行事件，指罷工工人
事前並無申請。期間又不聽從警方指示及
安排，擅自走出馬路佔用多條行車線造成
阻塞，亦對自己構成危險。警方表示尊重
公眾人士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
但威人士表達訴求，需必須遵守香港法律
和社會秩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
一旦有人擾亂公眾秩序，警方會考慮追究
有關人士責任。

另外，職工盟昨第7次向罷工工人發放
1500元生活津貼，近400名工人排隊登記身
份領取現金。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
表示，罷工基金現時已累積籌得超過600萬
元，扣除向工人發放生活津貼及開支，餘
額約180萬元，可支持工人繼續罷工8至9
日。

職工盟煽動激進遊行
警員被推撞跌倒在地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工潮談判陷入
僵局，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昨日和碼頭業
職工會隔空進行 「廣告戰」，雙方分別在不同報
章刊登全版聲明，指責對方不合作。HIT再次批
評職工盟要求加薪幅度不合理，如堅持加薪20%
，只會無助談判。聲明更批評職工盟李卓人對於
現今薪酬水平問題不停改口，有誤導之嫌。即使
迫使資方加薪成功，只會令其他行業受壓，拖垮
香港經濟。

HIT三日內第二度發出聲明，HIT聲明重申
，與外判商員工無直接僱傭關係，不能直接參與
談判，明言由HIT承擔外判工人薪金開支，屬 「
不可能亦不合理」。HIT又質疑工會及工人要求

加薪逾20%的目的。HIT批評職工盟的李卓人不
想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是為達到個人目的，舉動
罔顧工人利益。HIT重申，碼頭工人平均月薪2
萬元，再加薪逾20%是不合理，如其他行業受壓
被迫跟隨，將掀起倒閉潮，引起災難性後果，可
能拖垮香港經濟。

職工盟屬下工會則在廣告中列出碼頭工人的
薪金改變。稱在1995年工人日薪為1456元及時薪
60.66元。期間工資有加有減，至2011年最後一
次加薪，工人日薪為1315元及時薪54.79元。目
前工人平均時薪比全港中位數低近10%。工會稱
，本港工時中位數是每周45小時，但外判商要求
工人連續36甚至72小時工作，工人若拒絕會遭受

懲罰，絕非工人自願長時間工作。
而外判商永豐負責人黃志德昨日在港台節目

接受訪問，表示一直盡力進行談判，希望透過會
談解決事件。他透露是次罷工，令永豐業務停頓
4成，累積損失尚未計算。他稱，公司整體運作
正常，無結業風險，強調公司不會步外判商高寶
後塵結業。他又承認有新聘工人以應付工作需求
，當中包括有抓結員及理貨工人。他們完成為期
3日的安全課程後會陸續上班，目前有新工30人
左右。他希望工人冷靜，思考一下自己需要的是
什麼，需要什麼加薪幅度，又指目前資方提出的
「5+2」方案，其實還包括其他福利，工人整體

是加薪最少9%。

HIT發聲明斥李卓人誤導

▲佔據中環長江中心空地的碼頭業職工會昨日在未知會警方下再發起遊行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