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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職工盟
疑為壯大勞動節遊行隊伍聲勢，借酒樓
聚餐之名，吸納更多人遊行。據悉，職
工盟在遊行前搞了一個聚餐，以55元的
「超低價」包車接送各人前往維園之
餘，中午時間更可以在紅磡海逸皇宮大
酒樓，享用一頓包括XO醬爆四寶及燒
味拼盤的7 1湯「盛宴」，接送範圍遠
至天水圍及屯門。不過，職工盟總幹事
蒙兆達卻指，有關聚餐只為解釋遊行程
序及訴求內容，所有收費全用作飯錢及
津貼交通費，當中參與者亦只有約500
人，約佔遊行隊伍不足10%。
職工盟趁昨日「五．一」勞動節，

拉大隊上街由維園遊行至政府總部，

再轉戰長江中心及和記大廈，一方面
要求當局捍衛工人尊嚴，並爭取合理
與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另方面高舉
橫額及帶同多項道具，諷刺大財團欺
搾工人。

55元7 1湯專車接送

不過，職工盟卻被揭發早前印備宣傳
單張，以「五一工人大遊行 團結聚餐」
為名，以超低價55元安排免費交通接送
及一頓7 1湯「盛宴」，疑吸引市民參
加遊行。單張列明參加者可在中午享用
的盛宴餐單，菜式包括雞蓉粟米羹、
XO醬爆四寶、燒味拼盤、麻婆炆豆
腐、翠肉瓜炒肉片、魚香肉崧茄子、田

園時蔬，以及菜脯蔥花炒蛋，還有絲苗
白飯。

李卓人辦事處售票

眾人享用盛宴之餘，更不愁交通接
送，事關職工盟早已安排專車穿梭各
區，由最遠的天水圍、屯門、馬鞍山、
元朗、大埔，以至位處市區的油麻地，
都有車輛接送往返維園。單張更列明售
票處是職工盟各培訓中心及李卓人議員
辦事處，職工盟被質疑假借「五一工人
大遊行．團結聚餐」之名，增加遊行人
數壯大聲勢為實。
對於是否藉此「充人數」，蒙兆達否

認，聲稱安排聚餐只是希望令參與者在

遊行前可享用飽飯，席間有工會代表解
釋遊行程序及訴求內容，及有碼頭工人
分享近況。他稱，有關的55元聚餐收費
連車資，當中有50元屬飯餐成本，在全
場44圍 當中，約有500名參與者出
席。

蒙兆達：需補貼每人11元

他又稱，因工會同時安排了多架可接
載50人的旅遊巴，每架車收費800元，
人均成本16元，在聚餐收費連車資中額
外多出來的5元，亦只是用作津貼有關
車資，工會需從會費中支付每人11元的
餘款，故整項活動中工會未有收取一分
一毫。

職工盟遊行 涉平價聚餐招人頭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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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有幾陣雨

氣溫：19℃-22℃ 濕度：70%-90%
潮漲：02:48(1.5m) 13:10(2.2m)
潮退：06:13(1.2m) 20:33(0.6m)
日出：05:51 日落：18:50

3/5(星期五) 4/5(星期六) 5/5(星期日)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25－65
空氣指數：輕微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75－105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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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1℃-24℃

濕度：75%-95%

多雲

間中有雨

氣溫：21℃-25℃

濕度：80%-95%

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2℃-26℃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薄霧及一兩陣雨

氣溫：20℃-23℃

濕度：75%-95%

多雲

間中有雨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7℃ 38℃ 雷暴
河　　內 24℃ 31℃ 毛毛雨
雅 加 達 24℃ 33℃ 有雨
吉 隆 坡 25℃ 32℃ 雷暴

馬 尼 拉 27℃ 35℃ 多雲
新 德 里 23℃ 38℃ 天晴
首　　爾 8℃ 17℃ 多雲
新 加 坡 24℃ 31℃ 雷暴
東　　京 12℃ 18℃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8℃ 18℃ 天晴

悉　　尼 13℃ 20℃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3℃ 16℃ 天晴
雅　　典 14℃ 30℃ 天晴
法蘭克福 8℃ 17℃ 多雲
日 內 瓦 9℃ 18℃ 雷暴
里 斯 本 10℃ 20℃ 多雲

倫　　敦 4℃ 16℃ 天晴
馬 德 里 7℃ 15℃ 驟雨
莫 斯 科 4℃ 16℃ 天晴
巴　　黎 9℃ 17℃ 有雨
羅　　馬 13℃ 22℃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17℃ 28℃ 多雲

檀 香 山 22℃ 28℃ 天晴
洛 杉 磯 13℃ 25℃ 多雲
紐　　約 7℃ 20℃ 天晴
三 藩 市 12℃ 24℃ 天晴
多 倫 多 13℃ 21℃ 天晴
溫 哥 華 4℃ 14℃ 天晴
華 盛 頓 11℃ 21℃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2℃ 22℃ 密雲
長　　春 5℃ 15℃ 多雲
長　　沙 17℃ 24℃ 密雲
成　　都 17℃ 24℃ 有雨
重　　慶 18℃ 23℃ 密雲

大　　連 10℃ 19℃ 多雲
廣　　州 20℃ 26℃ 密雲
貴　　陽 13℃ 18℃ 驟雨
海　　口 23℃ 27℃ 雷暴
杭　　州 13℃ 25℃ 多雲
哈 爾 濱 5℃ 15℃ 多雲
合　　肥 14℃ 27℃ 天晴

呼和浩特 9℃ 23℃ 多雲
濟　　南 14℃ 25℃ 密雲
昆　　明 14℃ 24℃ 驟雨
蘭　　州 11℃ 27℃ 天晴
拉　　薩 8℃ 21℃ 多雲
南　　昌 17℃ 25℃ 多雲
南　　京 12℃ 26℃ 天晴

南　　寧 21℃ 27℃ 驟雨
上　　海 13℃ 22℃ 多雲
瀋　　陽 6℃ 19℃ 多雲
石 家 莊 13℃ 23℃ 多雲
台　　北 17℃ 22℃ 密雲
太　　原 10℃ 26℃ 密雲
天　　津 12℃ 23℃ 多雲

烏魯木齊 12℃ 19℃ 多雲
武　　漢 14℃ 26℃ 多雲
西　　安 15℃ 27℃ 密雲
廈　　門 14℃ 24℃ 多雲
西　　寧 4℃ 20℃ 天晴
銀　　川 11℃ 26℃ 多雲
鄭　　州 15℃ 28℃ 天晴

和黃高層批李卓人害港惑港人
馬德富痛心工人受煽動拒談判 憂失中轉港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碼頭工潮昨日已踏入第35天，

由於職工盟仍以政治掛帥，以致談判進度遭拖慢。和記黃埔港

口集團董事總經理馬德富昨日在報章上撰文，表示工人因受到

工會煽動，而放棄以往坦誠談判的傳統，最令人痛心。他又點

名批評職工盟及李卓人不單迷惑港人，更危害本港。對於工人

連日來對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指摘，他認為不單對其員工

不公平，亦是對昔日以開創變革的商業模式，促使本港成為世

界首屈一指龍頭港口的人的一種侮辱。

藥房商會籲撤「限奶令」

「社運團體」滲透 遊行拒依規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最低工資實施兩年，
首次將時薪水平由28元調升至30元，並由昨日起生效，
估計全港約21萬名僱員受惠。兩年前已因最低工資實施
而流失大量僱員的飲食業，將進一步面對難以請人的打
擊。有食肆稱會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有業主立案法團
亦指出，保安員工資一加再加，只能加管理費及縮減其
他開支應付。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指出，最
低工資時薪增加2元對成本只有輕微影響，批評部分僱
主只是借此為名，增加管理費。

飲食業憂10月旺季缺人

本港於兩年前實施最低工資後，保安業頓成熱門行
業，部分低薪飲食業僱員，均轉為擔任工作相對輕鬆的

保安員，有食肆出時薪30元至40元，亦請不到洗碗工。
身兼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的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
相信，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對商界影響輕微，亦負擔得
到，但確有不少飲食業界反映，最低工資增加，會令更
多人選擇飲食業以外較為輕鬆的工種，導致飲食業更難
請人，更擔心最低工資一加再加，漣漪效應會越來越
大，「現時是飲食業傳統淡季，問題尚算不大，但10月
開始的傳統旺季，缺乏人手的問題便會更明顯」。
黃傑龍以他經營的敘福樓集團為例，今年不斷推出新

政策，增加員工的歸屬感來挽留人才，例如每月設各類
型的獎金，「燃料節約做得好的有獎金，業務做得好的
有獎金，店舖整體流失率最低的，亦有獎金」。他表
示，除獎金外，亦每月舉辦員工福利活動，上月開始更

新增5天男士侍產假，統統都是為了挽留人才。

法團或加管理費求存

有業主立案法團表示，兩年前最低工資定為28元時，
當然可以靠縮減工時或更數省錢，但今次再加至30元，
便要靠增加管理費來應付，但葉偉明認為，最低工資調
升2元的影響輕微，「以每天工作8小時的保安員為例，
日薪才增加16元，每月才400元，本身每年調升薪酬也
是合理」。他批評部分僱主只是以最低工資為名，增加
管理費。

葉偉明批借低資加價

另一方面，勞工處自法定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1日起
實施至今年3月，共發現148宗懷疑違反《最低工資條例》
的個案，僱主因少付最低工資而被定罪的傳票數目為34
張，共涉及8宗個案，其餘大部分個案的僱員已獲付法
定最低工資，或補發工資差額。

馬德富昨日以「葵青港的烽煙」
為題撰文，於本港一份報章

刊載。他在文中表示，本港港口曾
經是世界第一大港，但現時他們的
業務和領導全球的地位，正受新加
坡、台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和中國內地等競爭對手威脅。而3
月底以來，本港失去的貨運量，不
單影響碼頭工人，同時更影響成千
上萬、對本港舉足輕重的相關行業
從業員的生計。

工會似更重視政治籌碼

他又指出，今次工會及工會領袖
雖然說要維護外判工人生計、爭取
權益，但是他們似乎更重視從有關
運動中獲取一己的政治籌碼。
他認為：「工潮至今最令人失

望、痛心的，就是外判工人因受到
工會的煽動而放棄以往坦誠談判的
傳統。」
對於工潮發展至今，工人指稱香

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未有
顧及行業所需或業內從業員福祉
等，馬德富形容這些說法，不單是
對他們的僱員不公平，更是對他們
這些「昔日以開創變革的商業模式
促使香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龍頭港
口的人的一種侮辱」。
他在文中又指，職工盟的活動不

單迷惑港人，更危害本港。他解
釋，貨主可選擇在很多其他港口作
中轉，並非必須經過本港。他稱：
「若船公司對香港失去信心，擔心
貨物不能準時送達目的地，我們便
將失去中轉貨物運輸的業務。」他

又透露，過去1個月已有部分中轉
貨物轉用其他港口，擔心若他們的
成本增加或營運效率變得不可靠，
這些業務便會一去不回頭。

文革式標語 攻擊李嘉誠

他亦點名批評職工盟和李卓人，
稱他們非常清楚外判工人非直接受
聘於HIT，卻仍然把矛頭直指和
黃、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甚至李先生
（李嘉誠）個人，而他們的整體策
略只是以文革式的橫額及標語，直
接攻擊和黃主席李嘉誠先生，更於
李先生的住所及和黃旗下的零售商
店示威。
他最後在文中重申，期望透過坦

誠的談判，是次工潮最終可以解
決，但同時又指，「政治化而誇張
失實的裝腔作勢」並無助化解問
題。

李卓人屈HIT打壓工會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昨日出席勞
動節遊行時，反稱HIT方面重複攻
擊工會，反映是不想解決問題，只
希望打壓工會，他對此表示失望。
他又聲言，工會所要求加薪所需金
額，還是較碼頭現時損失的金額為
少，聲稱若HIT不想繼續損失，應
重返談判桌解決事件。
對於外判商於第四次談判後稱會

議有進展，李卓人卻稱外判商繼續
提出「5+2」方案只是原地踏步，
而加薪後的金額仍較17年前為低，
但17年來的通脹率已超過20%，期
望外判商表現誠意解決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子宮頸
癌乃全球婦女常見癌症的第二號殺
手，不少婦女都會注射子宮頸癌預防
疫苗。現時本港市面有兩款疫苗可供
選擇，分別為第一代「四合一」疫
苗，可預防子宮頸癌和性病，而第二
代「二合一」疫苗則只預防子宮頸
癌，但是否「四合一」較「二合一」
好？有醫生指出，研究顥示，在疫苗
交叉保護的作用下，「二合一」疫苗
對所有預防癌前病變的保護高達
93%，較「四合一」疫苗多達30%。
子宮頸癌預防疫苗配合子宮頸抹片

檢查，是防止子宮頸癌前病變的最佳
方法。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癌腫
瘤專科醫生曾志仁表示，接種疫苗是
預防致癌HPV病毒感染，減低細胞出
現癌前病變，以致進一步惡化為惡性
腫瘤的唯一方法，而子宮頸細胞抹片
檢驗可檢驗子宮頸是否已出現病變的
細胞，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及
早作出治療，能有效預防子宮頸癌。
現時市面上有兩款子宮頸癌疫苗可

供選擇，包括第一代「四合一」疫苗，
可預防子宮頸癌和性病，而第二代「二

合一」疫苗，則集中預防子宮頸癌。曾志仁指
出，勿誤以為「四」一定比「二」更好，「要注
意的是，不要以為疫苗能預防愈多疾病就愈
好，疫苗主要為防癌」，有研究顥示，在疫苗
交叉保護的作用下，「二合一」疫苗對所有預
防癌前病變的保護有93%，而另一個研究顯
示，「四合一」疫苗的保護僅約有60%。

低資加2元 僱主呻難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職工盟昨日
發起勞動節遊行，有多個與勞工事務無關的
社運團體參與，令本應關注勞工議題的遊行
變成政治騷。而遊行路線亦有別於往年，隊
伍除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金鐘政總，隨後又
前往中環長江中心及和記大廈。遊行期間有
示威者行出指定遊行範圍，更與警員口角，
亦有示威者與路人互相指罵，但整體未出現
嚴重衝突。警方表示，昨日遊行最高峰時期
有3,700人。
職工盟昨日發起勞動節遊行，但李卓人等

就將之變成針對長和集團的示威：昨日的遊
行路線未有如去年般，以金鐘政府總部為終
點，到政總後再包圍中環長江中心及和記大
廈。而大會派發的場刊上，印有針對HIT母
公司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和HIT董事總經理
嚴磊輝的改圖，並亦印上「撐罷工、撐到底」
的字句。

「學民思潮」「左翼21」現身

今次遊行有多個連日來曾在數個罷工活動

中現身的社運和學生團體參與，包括去年反
對實施國民教育而發動多日包圍政府總部的
「學民思潮」、社運組織「左翼21」、積極參
與社會運動的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等。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昨日聲稱有5,000人
參與遊行，但警方則表示，遊行最高峰時期
有3,700人。

遊行者屢搞小動作

警方因應遊行，在主要道路開放2條行車
線供遊行人士使用，但期間有遊行人士未有
遵照警方指示，用腳踢開「雪糕筒」和弄跌
分隔遊行人士和車路的膠帶，以圖擴闊遊行
的道路範圍，幸得警員及早察覺，並隨即勸
籲有關人等返回遊行的範圍。部分遊行者曾
與路人及警員發生口角，但警員表現冷靜，
未有出現嚴重衝突。
隊伍龍尾到達長江中心時，又有個別示威

者藉詞行人路空間不足，逗留於行車路上，
需要糾察和警員多番勸解下才返回行人路
上，對重開行車線造成些微阻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政府實施
「限奶令」，規定旅客24小時內，只能攜帶不多
於兩罐36個月以下嬰幼兒配方奶粉離港後，港
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表示，有關措施不
但導致奶粉商銷量減少約20%，藥房入貨亦由
以往平均每周約3次減少至每周1次，加上措施
同時影響藥房其他日用品的銷售情況，令整體
生意下跌約10%。
他稱，港九藥房總商會已聯同本港7個主要

奶粉商簽訂《供應充足約章》，總商會轄下69
家藥房亦已推出多項措施，確保本地母親的奶
粉供應，雖然現階段參與約章的69間藥房僅屬
暫時性，但日後將擴展至所有商會藥房會員，
並確保藥房出售嬰幼兒奶粉售價，不會高於超
市建議零售價，加上本地母親已可透過加入
「媽媽會」成功訂購奶粉，故呼籲政府考慮取
消「限奶令」。

﹁
二
合
一
﹂
子
宮
頸
癌
疫
苗

專
防
病
變

■有遊行人士（紅衣者）企圖在指定範圍外的行車線遊行，隨即被警員阻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職工盟遊行有多個政黨及「社運組織」參與（包括

圖中的民主黨），變成政治騷。 梁祖彝 攝

■職工盟疑以廉價聚餐和大巴接送作遊行招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