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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癱瘓碼頭
業界怒斥阻搵食業界怒斥阻搵食

趁貨運高峰蓄意堵路3小時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貨櫃碼頭工
潮持續一月，香港貨櫃碼頭公司（HIT）母公
司和記黃埔（和黃）今天首次在報章刊登聲明，
嚴厲斥責李卓人及職工盟不斷將行動升級，高

舉 「階級鬥爭」旗號，挑起仇富情緒，鼓吹以語
言暴力傷害和醜化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聲明
指斥這種極端手法只想製造事端，而非為建立
談判基礎，不是為工人爭取利益作為最大目標。

該則題為 「工潮背後」的聲明指出，和黃
一直尊重和平表達的權利與自由，雖然面對毫
不講理 「文革」式的揪鬥，集團也對事件採取
最大的容忍與包容，但令人遣憾的是，李卓人
、職工盟等人從工潮一開始就立即發動罷工，
強行要求外判商加薪23%，根本就無誠意達成
結果，而是借題發揮。

聲明同時指斥李卓人和職工盟自工潮一開
始便粗暴佔領碼頭，導致保安員受傷，企圖用
高壓手段繞過工人的外判商僱主逼迫香港貨櫃
碼頭公司（HIT）到談判桌，未能達到目的後
，就發動工人圍堵長江中心、圍堵和記大廈，

到集團旗下零售店舖搗亂、滋擾顧客，甚至圍
堵李嘉誠寓所，令其家人受到威嚇，手段相當
卑鄙，工潮已演變為階級鬥爭，變成 「文革」
式的揪鬥。

聲明又說，李卓人及職工盟以不同藉口不
斷把行動升級，高舉階級鬥爭旗號，歪曲事實
，提出低俗惡毒的侮辱，旨在挑起仇富情緒，
鼓吹以語言暴力去傷害和醜化李嘉誠，這些極
端手法，不是為工人爭取利益作為最大目標，
而像是對集團主席和副主席進行人身攻擊。

和黃強調，長和集團在全球52個國家營運
，員工超過27萬，每一家公司都有獨立的管理
層去負責個別公司的營運，而HIT在2011年成
為HPH Trust部分資產在新加坡上市，有很
多獨立股東，和黃只佔其中的27.6%，HIT對
和黃的貢獻不足1%。

【本報訊】貨櫃碼頭外判商永豐負責人黃
志德昨向罷工工人發信，指出與工友合作十多
年仿如 「親人」，呼籲工友轉換另一角度思考
，大家是否有 「誤會了對方？」是否 「還可以
再一起共事？」寄望工友重啟溝通途徑。有永
豐的罷工工友表示，黃的信顯示資方的誠意，
無奈有人不想拋下另一外判商高寶的罷工工友
單獨與永豐會談，令事件膠；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亦稱，高寶宣布結業為工潮帶來變
數，令問題更為複雜。

黃志德昨日透過whatsapp等方法發出 「致
工友的信」，表示工潮發展至今，僱傭關係出
現猜忌， 「似乎今天我們都在查找：為什麼會

這樣、為什麼會那樣？這不是最好、那不能接
受……其實一切都不重要，可能我們之間有很
大的誤解」，才導致 「現在大家都苦的局面」。

信中續說，工友和他自己都不妨換一個角
度去思考， 「去想一下，若然你是我會怎樣？
我是你又會怎樣？」且進一步說： 「畢竟我們
都一起經歷過十數個春夏秋冬，相處的時間計
算起來等同親人！我們真的誤會對方了嗎？我
們還可以再一起共事嗎？」

工友：顯資方誠意
黃又說公司一直積極參加政府安排的調解

會議， 「現在也隨時可以開會，在此之外，任

何溝通的途徑都可以考慮」，希望工友忘記 「
20多天不愉快日子」，再次攜手合作。

受僱於永豐的罷工工友陳先生表示， 「老
闆的信」顯示了資方的誠意，同時永豐早前建
議2年加薪共約13%的方案，他個人是接受的，
不過因工友不想拋下另一外判商高寶的百多名
罷工工友，故暫難單獨與永豐展開談判。陳先
生稱，他與妻子女兒一家三口，自己是經濟支
柱，罷工令家中經濟出現問題，頗希望盡快復
工重過正常生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當局正在努
力斡旋，鍥而不捨地斡旋，希望勞資雙方能返
回談判桌。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罷工工人在中
環長江中心門外紮營示威達一周，在本周三又有
約20名 「左翼21」及 「學聯」成員以 「各界支援
碼頭工人罷工後援會」名義，闖入中心7樓的辦事
處拉起橫額抗議，和黃及長江中心昨正式發出通
牒要求工人撤離，並入稟申請禁制令，惟高院法
官認為有關禁制令無急切性，將案件押後至下周
五（5月3日），以便控辯雙方整理好文件再作審
理。

張貼通告促勿佔私人地
昨日早上，長江中心在大樓地下外牆、行人

路欄杆、燈柱張貼大量通告，指長江中心及對出
地方為私有物業，工人獲默許逗留的權利已經撤
銷，佔用私有物業人士需在昨日中午12時前撤離

。至下午時間，長江中心正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
緊急禁制令，禁止工人駐紮在中心門外。

和黃發言人解釋，公司一向尊重言論自由，
及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遺憾是雖然李卓人等一
直口說和平集會，但行動早已不和平，前日更有
示威人士（指左翼21及學聯等人士）強闖長江中
心7樓辦事處，證明集會人士對該物業上班人士已
造成難以容忍的滋擾。

和黃及長江中心的入稟狀要求法庭禁止職工
盟負責人和工人代表，包括李卓人、何偉航、陳
家駒、王宇來、蒙兆達，以及所有在場示威人士
進入長江中心範圍，並需即時帶走其所有物品離
開。長江中心的代表律師指出，連日來有大批人
士在門外舉辦大型集會，參與人數不時逾100人。
更有示威者闖入長江中心辦公室遞交請願信及拍

照，認為有關行動對私人業權造成損害。
法官彭偉昌審閱文件後表示，本案並非單純

的商業事件，涉及言論和表達自由等多項爭議，
而有關地方可能是屬於公眾地方。法官更明言，
過去一周不時路經長江中心，未見示威行動阻礙
任何人出入或經過長江中心，無急切性發出單方
面的緊急禁制令。

彭官續稱，本案需考慮平衡各方權益，希望
詳細聽取控辯雙方的理據，希望代表長江中心的
律帥呈交申請臨時禁制令的詳細理據文件，決定
將案件延至5月3日再處理，並希望長江中心多容
忍一周。

現時罷工工人在長中的正門、正門左側的公
園，以及側門扶手電梯外空地3處紮有帳篷、營幕
等，除讓工人休息，亦存放了大批物品和食物。

昨日早上本來在長江中心門外紮營示威的罷工工
人，突然離開中環返回貨櫃碼頭，至上午10時左右，
以職工盟屬會香港碼頭業職工會為首的近400名工人
，在無事前通知警方的情況下，在貨櫃碼頭南路龜速
遊行示威。遊行路線長約400米，經2號碼頭迴旋處至
6號碼頭門口，期間工人散開，佔據路面全部3條北行
線，工人不時前行數步就坐下休息，期間警方需封閉道
路，令貨櫃碼頭南路交通一度癱瘓，滯留貨車車龍最
長時達3公里。遊行人士至下午12時後才逐步散去。

貨運聯會批評 超出火位
有貨櫃車司機需輪候逾2小時才能到達碼頭，大

感不滿，指責職工盟無理鼓動工人佔用所有行車線，
「雖然工人有理由爭取自己的薪酬福利，但無理由妨

礙其他人搵食。」該司機亦批評警方辦事不力，應盡
量讓出一條行車線，讓貨車可以通過。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在事後發表聲明，批評示
威者及警方處理事件的手法。聯會主席蔣志偉形容是
次遊行，是 「過分，超出火位」，令運輸業界感到憤
怒及遺憾。聲明要求葵青區民政專員召開緊急會議，
與警方、運輸業商討日後如何處理類似突發事件。

蔣志偉表示， 「五一」長假將至，目前是貨物交
收高峰期。昨日遊行期間，罷工工人佔用所有行車線
，不單令貨櫃碼頭外馬路封閉，更令貨車無法前往另
外2個物流中心，沒法進行一般交收。他稱，收到大
量貨車司機的投訴電話，不滿警察處理是次遊行手法
。蔣志偉說： 「過去一直同情罷工工人境況，縱使工
潮令貨物交收遲緩，業界亦一直容忍，但今次事件令
一般交收運作也受影響，貨車司機無辜受牽連，令人
難以接受。」

付貨人委會： 沒法裝卸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何立基認為，工

潮發生至今，罷工工人行為趨向目無法紀。他稱， 「
五一」黃金周前後都是香港出貨高峰期。不少貨物，
因內地假期而沒法裝卸，故會由內地轉運至香港出口
，一旦未能如期付運，付貨人將面對扣減服務費，甚
至被收貨人拒收等問題。他稱： 「明白罷工工人訴求
，但非常擔心罷工示威活動，不斷干擾其他團體的正
常運作，損害其他團體的利益，這是不能接受，也不
值得鼓勵。」

警方發言人強調，警方在示威期間已多次要求
遊行人士讓出最少一條行車線，但遊行人士並無跟從
警方要求。青衣分區指揮官游國強表示，是次遊行未
有通知警方，期間更不依從指示，阻礙交通及影響碼
頭運作，警方會尋求法律意見，研究是否有人需要負
上法律責任。

貨櫃碼頭工潮今天踏入第30日，職工
盟昨日煽動罷工工人重回葵涌貨櫃碼頭展
開 「龜速遊行」 示威，佔用貨櫃碼頭南路
全部3條北行線擾攘達3小時，令前往碼頭
交收的貨車大排長龍，一度長逾3公里。惹
來運輸業及付貨人極度不滿，怒斥職工盟
趁內地 「五一」 黃金周長假前夕的貨物
交收高峰期，蓄意癱瘓碼頭運作 「阻人搵
食」 ，行為目無法紀，要求警方積極採取
執法行動，維持社會秩序。警方發言人表
示，遊行人士拒絕與警方合作，堵塞馬路

影響公眾安全，當局考
慮追究有關人士的
法律責任。
本報記者 劉柏裕

和黃嚴斥職工盟挑動仇富

永豐致函工友誠邀坐低傾

長中申禁制令 要求工人撤離圖中粉紅色區域屬私人地方，罷工工人連
日在有關範圍（A、B及C）3處地點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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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右一）及職工盟挑動仇富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職工盟昨日煽動罷工工人重回葵涌貨櫃
碼頭展開 「龜速遊行」 示威，佔用貨櫃碼
頭南路全部3條北行線擾攘達3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