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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罰款地底用膳 高鐵工速復工
資方取消苛刻規則 工聯冀汲教訓善待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昨日高鐵石蔭段地盤爆發工潮，大約200名工人不滿承建商為加快工程進

度，加設「遲到罰款」的罰則，又規定1小時的午飯時間不得出外，必須留在環境惡劣的地底管道內用

膳，於是昨早發動罷工。勞工處昨日下午迅即介入積極斡旋，最後勞資雙方在昨晚談判取得突破，資方

同意取消有關規定，工人昨晚9時起已陸續復工。到場聲援的工聯會轄下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

指，資方此次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平息工潮，是生怕重演「碼頭工潮效應」，望資方汲取此次教

訓，善待工人。

貼通告遲到5分鐘扣半小時工資

位於葵涌昌榮路的一個高鐵地盤
外，昨早聚集約200名負責高鐵石蔭段
地底管道工程工人，他們不滿資方安
排而發動罷工。涉及的高鐵地盤，是
興建由葵涌到元朗的隧道，全長約7公
里。工人代表錢文鋒指，罷工的導火
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早上突然貼出的
一張通告，通告寫道：工人遲到5分鐘
會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15分鐘或早
退，則要扣減1小時工資。資方又不允
許在地下管道工作的工人返回地面用
膳，規定他們的1小時午飯時間，必須
留在環境惡劣的地底管道內用膳。

隧道空氣污濁無法食飯

現場不少罷工工人都認為，資方要
求苛刻，更向現場記者展示曾在隧道
工地佩戴過的口罩，原本純白色的口
罩已被隧道工地內污濁的空氣熏至烏
黑，工人指隧道內環境惡劣，尤其在

爆破工程後空氣質素很差，全程需戴
口罩，根本無法食飯，更透露曾有外
籍監工在隧道內感到不適。工人認
為，承判商單方面提出新要求及罰
款，以及更改僱傭條款，是嚴重違反
法例，要求承建商取消相關規定，同
時解決隧道環境惡劣的問題。

罷工情況昨日陸續升溫，勞工處昨
日下午介入斡旋，與勞資雙方接觸，
協助舉行談判，但勞資雙方首輪談判
失敗。雖資方同意取消遲到罰則，但
因工程未能追上進度，故仍規定工人
要全程留在隧道內工作，並拋出誘
因，稱會在隧道內放置貨櫃和加裝冷
氣，並表示若工人接受條件，不同工
種可加薪5%至10%。

勞處積極斡旋 談判速突破

不過，工人表明不接受，認為資方
只是小修小補，堅持要返回地面用
膳。最後，在勞工處的積極斡旋下，
勞資雙方昨晚的第二輪談判取得突

破。資方同意工人毋須在地底工作的
地方吃午飯，工人結束罷工，已於昨
晚9時起陸續復工。

港鐵表示，港鐵已要求禮頓建築有
限公司跟進，並處理工人的關注，與
工人加強溝通。港鐵工程總監周大滄
在港鐵中期業績大會上亦同樣回應事
件。他說，港鐵非常重視勞資關係，相
信承辦商會採取適當的步驟去處理。

周聯僑到場支援罷工工人

工聯會周聯僑昨日亦親自到場支援
罷工工人。他批評承建商所提出的遲
到罰則及硬性要求留在隧道午膳的規
定，在建造業界「聞所未聞」。他認為
工潮能在一日內快速完成，是因為高
鐵地盤眾多，承建商擔心會「火燒連
環船」，或產生碼頭工潮效應，故「快
刀斬亂麻」，盡快解決事件。

他希望，資方能汲取此次教訓，改
善工作環境及善待工人，工會亦會繼
續跟進事件。

職工盟叫囂圖阻和平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鐵石蔭段地盤爆

發工潮，在勞工處積極斡旋下，職工盟卻「唯恐
天下不亂」，以求將工潮引發成「碼頭工潮翻
版」。現場消息指，當勞資雙方決定開會談判
時，資方開出的條件是，拒絕任何工會人士介入
談判，只與8位未屬任何工會的工人代表參與談
判。而當時職工盟卻一度叫囂，用喇叭大叫說，
獲邀入內的工人並不能代表所有工人，企圖阻礙
談判和平進行。但最後8名工人代表卻談判成
功，令職工盟即時無言以對。

8工人代表成功解決工潮

高鐵地盤工人罷工工潮昨日氣氛緊張，在大家

都擔心罷工情況時，職工盟卻藉此大做文章。先

是在昨早工人宣布罷工時立即佔領現場，高舉罷

工標語牌，更揚言要罷工到底。當勞工處昨日下

午介入斡旋，邀請勞資雙方開會談判時，資方拒

絕任何工會人士參與談判，故現場8位未屬任何

工會的工人代表決定參與談判。

但此時職工盟卻一度叫囂說，獲邀談判的工人

並沒有代表性，企圖阻礙談判進行。而最後8名

參與談判的工人成功為全體工人爭取合法權益，

職工盟只能附和說：「歡迎談判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犯下與未成年少女性交罪
的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男生，於兼職私人補習班導師期間，
非禮2名年僅8歲及9歲女童下體。心理專家指被告有孌童傾
向，重犯機會高，建議他不要再與小童獨處。被告又坦認補
習時不停幻想對方身體沒有恥毛，因此才會出手非禮。法官
痛斥其行為毫無悔意，重判入獄3年。

25歲被告中大男生陳 彤，早前被裁定2項非禮罪名成立，
案件昨於區域法院判刑。辯方律師指被告已因此案沒法繼續
完成大學學位，亦失去兼職八達通工程師的職位。惟法官指
被告於案件審理時選擇不認罪，要2位年幼女事主出庭作供，
行為毫無悔意，因此重判。

補習非禮2女童中大生囚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0歲軍裝警員陳振威，涉去
年8月透過手機交友程式尋找援交少女，卻遇上臥底女警，向
她提出「千五蚊陪三小時」而被捕。陳早前否認2項「為不道
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而受審，昨被裁定罪成，罰款1萬元。

被告早前作供指自己從沒當面與女警鍾芷蘊提及以金錢換
取性服務，又指自己會「合法嫖妓」、光顧「一樓一」並沒犯
法。惟裁判官指當時陳相信女警是年輕學生，與「一樓一」
的情況大有分別，又認為陳證供不合理，因2人不可能單以手
機程式對話達成協議。而女警為執行是次行動經過訓練，證
供誠實可信。

App援交遇師姐 軍裝警罰1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為保護西貢
大浪西灣免受破壞，政府計劃把它納入郊野公
園範圍。不過，有西灣村鄉民形容這做法形同

「滅村」，已申請法援，將就事件提出司法覆
核。新界鄉議局批評政府堅持10月刊憲，漠視
村民意見，指會提供文件及法律意見，全力支
持村民決定。

政府決定今年10月就大浪西灣、金山及圓
墩3處「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並已批准新地圖，進行先刊憲、後審
議。若獲立法會通過，12月會生效。西灣村
鄉民黎多密表示，把包括西灣村在內的西貢
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是「滅村」。他
表示，已成功申請法援，將提出司法覆核，
現正研究入稟狀。

鄉議局：支持鄉民決定

鄉議局昨日下午召開特別會議，商討如何處
理大浪西灣事件。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會後見記
者時表示，一致決定支持鄉民就大浪西灣被納
入郊野公園事件提出司法覆核。他認為，納入
郊野公園範圍的西灣村，現時仍有約30人居
住。若納入郊野公園，將影響當地居民權益，
令村民難以再申請興建小型屋宇。

大浪西灣納郊園 村民申法援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散戶投資者歐偉
樂，在2010年5月於5個交易日的收市前90秒，
透過他本人及其父的證券賬戶落盤，購入多手
西安海天天 科技（08227），令收市價被推高。
他又於同一時間以相同價格，透過2個以他名
義在不同證券行開設的賬戶，發出數量幾乎相
同的該股份買盤及賣盤，對該股份的需求及股
價造成假象，被證監會票控。他早前承認6項
虛假交易罪名，昨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假交易谷股價 散戶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友光）一名海
事處外判海港清潔工
人，昨晨11時在新油
麻地避風塘海事處碼
頭開工期間，被同事
發現墮海失蹤，水警
與消防蛙人搜索約1小
時 後 發 現 他 浮 上 水
面，送院證實不治，
警方相信事主是在岸
上 工 作 期 間 意 外 墮
海，事件無可疑。死
者姓黃（70歲)，是海
事處外判海港清潔公
司員工，負責清潔海
上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入伙28
年的牛頭角淘大花園前晚發生升降機懷疑急墜事
件。3名住客由大廈地下乘升降機上樓期間，報稱
升降機突出現震動並感到離心力，疑曾出現急墜，
其中一對夫婦聲稱不適須送院檢查。機電工程署人
員昨到現場察看升降機閉路電視錄影資料後，證實
升降機確有震動但沒有急墜，已指示升降機承辦商
詳細檢查及跟進調查意外原因。

現場為淘大花園L座，大廈共有3部升降機，肇事
為第三號服務單數樓層的升降機，事發後該部升降
機已暫停使用，等候承辦商及機電署人員檢查。

在事件中報稱不適的夫婦，其中34歲姓羅丈夫表
示感背部痛楚，而其同齡姓吳妻子則感頭暈，2人
經檢查後均已出院。

婆婆： 門平台有5厘米落差

據事發時亦在升降機內的女住客翁婆婆表示，前
晚深夜約11時半，她由3樓平台乘升降機回家，其

間升降機正常落到地下，一對男女
進入一同上樓。當升降機上升途中

突感到一下震動，並有些微離心力，隨後即停止運
作，該對男女遂不停按動升降機內按鈕，不久升降
機門開啟，始察覺停在3樓平台，但機門與平台有
約5厘米落差。當時該對男女立即離開升降機，又
叫她一起離開。翁婆婆稱，雖然當時感覺震動及離
心力不大，但亦認為升降機或有問題，遂轉搭另一
部升降機回家，事後當得知該對男女不適送院，感
到有點愕然。機電工程署人員昨晨聯同升降機維修
保養承辦商到場調查，機電署發言人表示經翻查閉
路電視紀綠，初步顯示升降機曾出現震動但沒有急
墜，已指示承辦商詳細檢查和調查事故原因。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主席葉興國表示，肇事
升降機自大廈1985年入伙使用至今，運作紀錄良
好，與屋苑其他升降機一樣，一直由同一個承辦商
保養維修，每月檢查2次。葉又指事發後他曾翻看
肇事升降機的閉路電視紀錄，證實當時的確有發生
震動，及後停頓了約10秒至11秒才開門，3名乘客
隨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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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大墜 虛驚 機電署指僅震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福

布斯》香港富豪、上市公司偉易達
集團主席黃子欣的兒子黃以禮，今
年一月凌晨在銅鑼灣被警方揭發停
牌駕駛，他求情解釋當日為接載患
癌母親到醫院，出於孝道才被迫犯
案。惟裁判官認為被告多次聲稱不
知已遭停牌，並無悔意，決定判囚2
個月、停牌一年，但批准他保釋等
候上訴。現年33歲的黃以禮報稱商
人，本月12日認罪後原被法庭收柙候
判，但同日向高院成功申請保釋外
出，方能見母親最後一面，黃母於本月18日去世，他正忙辦
母親喪事，昨得悉判監表現錯愕。

辯方資深大律師謝華淵稱，被告生於富裕家庭，自小順風
順水，家人篤信基督教重視教養，惟被告母親不幸患癌，須
長期留醫美國三藩市。被告須兼顧事業及照顧病母，妻子卻
與母親鬧不和，令他飽受壓力。今年一月，被告得悉母親藥
石無靈，打算返港度過臨終生活，遂安排2名私人司機由機場
接載母親及運送醫療器材到養和醫院，詎料被揭發停牌駕
駛。辯方指他出於孝心犯案，強調今次情況特殊。

裁判官黃汝榮認為被告向警方及感化官均稱，去年7月因有
律師代表沒到庭應訊，不知被裁定超速罪成及停牌9個月。黃
官指被告應主動向律師查詢，認為他無真誠悔意，拒絕接納
感化官建議判社會服務令，又不考慮緩刑。

停牌駕駛無悔意 富家子囚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共350人參加的科技大學商學
院迎新活動，發生懷疑食物中毒事故。年齡介乎17歲至21歲
的47人（22男、25女），於上星期三晚在大學7樓的Asia Pacific
Catering飯堂進食後，約3小時至39小時後陸續出現腹痛、嘔
吐、腹瀉及發燒等腸胃炎病徵。據悉，他們進食過西檸雞、
黑椒豬扒、蒸水蛋、小棠菜及魚香茄子等。其中33人其後求
醫，沒有人需要入院，全部受影響人士均情況穩定。衛生防
中心表示，調查仍在繼續。

科大迎新會 47人屙嘔

港聞拼盤

夫婦虐傭兩載 禁穿底褲從未出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

僱主夫婦涉以變態招數虐待女印傭一
案，昨於區域法院續審。受害女印傭
出庭作供，憶述2年間所受到的虐
待，先是內衣褲全被扔掉，外衣內長
期「真空」，只能穿僱主舊衣裳蔽
體，又遭「剃光頭」，更被熱熨斗熨
傷面、手，每晚更遭索帶絪綁手腳，
睡在廚房或座廁上，且當僱主一家外
遊時，曾被綁在椅上斷水斷糧達5
天，致便溺沾污身體，且2年來未獲
出糧及放假。

單車鏈鞭嘴 熨斗灼手臉

身材矮小的女印傭KARTIKA
PUSPITASARI(30歲)昨頭戴圍巾出庭
供稱，她2010年7月首次持家庭傭工
簽證到港，次被告區玉珊(41歲)為她
首位僱主，當時得悉月薪為3,580元。
然而，她工作至去年10月卻分毫未能
領取，亦從沒有任何假期。不但如
此，女印傭所攜帶的衫褲，包括胸圍
內褲都給區全部扔進垃圾桶，她沒有

內衣褲可穿，只能穿僱主不合身舊衣
裳。她的證件由區掌管，卻從沒有家
中鑰匙，未曾試過獨自外出。

去年10月，首被告戴志偉(42歲)及區
一家搬往太湖花園，她便開始受到

「莫須有」的虐打對待。女印傭表示
次被告常指她「做錯 」，無緣無故
以鞋、鐵衣架打她的頭、面及嘴等，
更被區以索帶反綁雙手在背後，又綁
起她雙腳，2名被告以單車鏈向她的
嘴、頭及背鞭打，致她嘴唇流血，頭
部腫起，又試過遭區以熱熨斗襲擊其
面及手。

傷臂腰 周身傷痕

女印傭憶述區曾強推她進廁所，剪
去她所有頭髮，她曾嘗試逃走，卻被
區以 刀恐嚇「若不剪去頭髮，我會
殺死你」之後便遭 傷左臂及腰部。
她作供時曾拉高衫袖，尚可見一條褐
色疤痕。而在控方呈上的傷勢相片
中，可見女印傭的傷痕遍布全身，當
時的頭髮被剪得極短，看來恍如男子。

僱主外遊 斷糧水5日

女印傭又稱在太湖花園工作時，她

每晚都給綁起手腳睡在廚房；被告搬

往泰亨豪園時，手腳亦遭綁起，這次

卻是坐在座廁上至天明。於去年6月

27日，男被告表示一家人會到泰國旅

行，離去前將她雙手反綁，雙腳分別

綁於左右凳腳，留在廚房中斷水斷

糧。當主控問其如何處理大小便，她

回答「在凳上小便」，致全身尿濕，5

日間沒有進食飲水。
直至去年10月9日，女印傭又再被

綁於座廁上，她嘗試鬆開腳上索帶卻
被男被告發現，並遭掌摑及恐嚇「若
再想逃走，會打甩曬她的牙」。女傭
當日乘男被告帶子女上學，跳到另一
間房以剪刀剪開手腳索帶，又乘男被
告沒有鎖好門，而伺機逃往領事館及
報案。聆訊今續。

將軍澳環保大道昨上午11時許發生車禍。一輛超級市場貨車疑司

機大意睇錯交通燈號，在右轉駿日街時與逆線泥頭車相撞，共釀4人

受傷，其中超市貨車2名跟車工人被困，須消防員到場救出。警方正

調查意外原因是否與「睇錯燈」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睇錯燈迎撼泥頭車

■勞資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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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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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人歡

迎結果。

■以變態招

數虐待印傭

男被告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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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 慘 遭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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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易達主席黃子欣

兒子黃以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