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文森）工聯會迎來70周年，第三

十七屆常務理事會昨晚舉行第一

次會議，並推選出新一屆負責

人，林淑儀卸下會長一職，由理

事長吳秋北接任，原副會長黃國

擔任新一屆理事長。副會長一職

由原本5人減至4人，黃國健及

周聯僑連任，原副理事長梁頌恩

及唐賡堯則接替退任的陳有海及

潘佩璆。常務理事會並議決林淑

儀與陳婉嫻擔任榮譽會長，後者

為續任，惟鄭耀棠則因個人理由

不再續任榮譽會長並退出工聯會

領導層。吳秋北表示，要解決新

問題必須有創新精神，工聯會在

會務上及參政上革新，並積極參

政議政，維護打工仔權益。

工聯換屆 吳秋北「升呢」會長
解決新問題須有創新精神 積極參政議政護打工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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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了解真相就亂咁批
評人抽政治水，務求搞
大件事先，可算係反對

派政客嘅慣技。網上近日流傳一張保安員
雨天手指指趕走狗狗嘅相，網絡花生友自
然大鬧特鬧，話佢不近人情。工黨同「新
民主同盟」見「機不可失」，走去個保安
員所屬公司抗議。不過，有片有真相，根
據完整視頻顯示，該名保安員只係將隻狗
趕離行車通道，反而係有個女人引隻狗出
去淋雨噃！唔搞清楚真相就去人老闆度抗
議示威，呢啲政黨有冇諗過分分鐘令到個
保安員冇咗份工？冇，因為佢哋只係諗到
自己！
話說嗰張手指指趕狗相在網絡瘋傳，唔
少花生友鬧個保安員，有人就認出該處係
位於荃灣嘅嘉達環球中心。工黨社區幹事
趙恩來，同「新民主同盟」區議員譚凱邦
見「群情洶湧」，即刻齊齊去該處示威抽

水，矛頭直指該中心的管理中心，話人哋
管理文化「官僚」，叫人制訂動物友善政
策。譚凱邦仲喺自己fb踩個保安員一腳，
話「落雨期間趕走狗狗，是不太有同理
心」云云。

疑拍片者友人引狗淋雨
不過，做人真係唔應該看圖作文。所謂
「有片有真相」，將幅圖上載上網嘅始作俑
者，原來仲上載咗成條片還原過程。
片中見到，狗狗係走向車道、靠近正在該

處上落貨的貨車，保安員行過去冇呼喝更冇
郁手郁腳，只係手指指揮揮手咁趕佢走，當
狗狗行開少少、離開咗車道但繼續停留喺中
心有瓦遮頭的地方，個保安員已轉身離開、
不再理會。反而懷疑係拍片者個女友人，引
隻狗走咗出去中心範圍淋雨。
大批睇咗片嘅網民批評其他人唔應該單憑

一張相就網絡公審個保安員。「Zeo

Cheung」道：「個保安都係指開叫佢企埋
一邊，都冇叫佢行出去。」「Kurbie
Lam」說：「睇返條片頭10秒，嗰度係停
車場啲車既（嘅）出入位，地下有車轆痕
跡，即係啲車係經嗰度駛出來再停係（喺）
片中架（㗎）GoGo Van嗰度，隻狗停係
（喺）車路度都好危險，個保安都係指示狗
仔離開姐（啫）……」
唔少人更批評明明係拍片者個女友人引隻

狗出去淋雨。「Rilak Yuuri」說：「保安只
係將狗狗趕離主要車輛出入口通道，佢一離
開通道個保安就無理佢，反而拍片條友影住
狗狗走又唔幫，佢條女仲引左（咗）狗狗出
去淋雨，跟手再放相放片公審保安，呢啲咪
係『人性光輝』囉！」
工黨同「新民主同盟」走去抽水，當然

令好多網民同樣反感。「Kenny Li」批
評：「班食飽飯泛民即時抽水，就算位保

安可以保住份工，以後日子都好難過！請
問各大愛 L 準備好夾錢養起保安一家
未？」
「Wing Ng」嘆道：「重（仲）要係工

黨，個保安真係多得佢唔少！」
「Ken Chan」就揶揄：「個（嗰）班政
棍見個個都指責緊個保安，仲唔拿拿淋
（臨）衝出黎（嚟）加一棍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工黨「新同盟」亂抽水 隨時打爛保安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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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黃國（服務業總工會）

林淑儀（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
陳婉嫻（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工會）

黃國健（香港海員工會）
周聯僑（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梁頌恩（香港保險業總工會）
唐賡堯（髮型化妝整體形象設計師總會）

陳鄧源（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梁芳遠（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
謝愛紅（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麥美娟（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新界西）總工會）
陳兆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李子健（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
馬志成（政府人員協會）
李永富（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
孔繼明（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
魯志薪（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香港國際
機場正積極
開拓粵港澳
大灣區空中
旅客市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香港
國際機場昨日指出，已積
極在大灣區多個城市佈局
跨境快船、跨境旅遊大
巴，以滿足粵港澳大灣區
客流乘機需求，單在2017
年珠三角就有1,400萬人
次赴港乘機。而為了配合
港珠澳大橋啟用，機管局
計劃在海天客運碼頭旁興
建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
及封閉行車橋，預計最快
於2022年啟用。
香港國際機場昨日組織

傳媒參觀其內地跨境交通
設施。機管局機場業界協
作助理總經理陳詩敏介
紹，香港國際機場去年共
接待約 7,290 萬人次旅
客，其中經各口岸往香港
乘機的珠三角旅客達1,405
萬人次。

料最快2022年啟用
而為了配合港珠澳大橋啟用，機

管局計劃在海天客運碼頭旁興建多
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及封閉行車
橋，預計最快於2022年啟用。屆時
中轉旅客可乘坐來往珠海、澳門口
岸的專用巴士經港珠澳大橋抵港。
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角地區的交

通聯繫緊密，在陸上交通方面，已

經佈局陸路交通點，連接110個內
地城鎮，每日營運超過550班次。
此外，香港國際機場還設有快船服
務連接9個珠三角及澳門的港口，
每日營運班次90班，其範圍涵蓋了
東莞虎門、廣州蓮花山、廣州南
沙、澳門、深圳福永、深圳蛇口、
中山、珠海九洲等港口。
在大灣區廣東9市中，香港國際

機場開通了海陸一站式值機服務的
候機樓。其中，陸上交通共佈置了
6個跨境客車及轎車城市候機樓。
在位於廣東迎賓館的跨境客車候機
樓，港通（香港）汽車運輸有限公
司經理黃勇介紹，候機樓提供銷售
車票、跨境車連接香港機場服務，
目前正籌備開設上游值機（即辦理
登機牌）服務。
他又指，該站點每天約有28班

次車從廣州開往香港，每年坐該直
通巴士到香港的旅客達到20萬人
次。「待上游值機服務年內開通
後，再加上港珠澳大橋開通，旅客
從廣州到香港機場可節省半小
時。」
香港國際機場還有跨境快船上游

港口一站式值機服務。在位於廣州
的香港國際機場海天聯運城市候機
樓內，一些乘船前往香港機場的旅
客在辦理手續。廣州番禺蓮花山港
客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羽介紹，
目前該站點可辦理一站式值機服
務，而行李直掛服務正籌備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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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抗議領展車場狂加租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土地短缺困擾

香港多時，租金上漲，連車位亦不能倖免。工聯
會監察領展大聯盟昨日到領展轄下的黃大仙商場
停車場請願，抗議領展旗下停車場「瘋狂加價」。
大聯盟召集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領展旗下停車場平均加價12%，加幅遠超通
脹，部分更超越同區私人屋苑停車場，促請領展
凍結租金。他們遞交請願信後和平散去。
約20名全港監察領展大聯盟成員昨日到黃大

仙商場停車場抗議，批評領展大幅提高停車場租
金。

加幅超公屋及工資升幅
他們指出，領展管理全港約61,000個泊車位，
大部分位於屋邨及商場，以服務基層為主，理應
提供合理租金。然而，領展平均加租逾10%，超
出公屋及工資升幅，公屋居民及「搵食車」司機難
以負擔。
筲箕灣區議員趙資強以耀東邨的停車場為例指
出，泊車位月租約2,890元，「比一個公屋單位
平均2,300元月租還要貴」，形容領展停車場租
金脫離基層負擔，斥領展「不顧市民疾苦」。
藍田區議員簡銘東表示，區內泊位大多逾
3,000元，居屋康逸苑固定泊車位月租3,820元逼
近區內中產屋苑麗港城的3,900元，擔心基層市
民百上加斤。
他續說，市民不能隨意到別處租車位，因房署

及領展的停車場受條例所限，會優先租予居民使
用。
何啟明批評領展「無良」，指領展部分地區的
停車場租金水平竟高於同區私人屋苑，包括黃大
仙區由領展管理的竹園北邨月租3,250元，遠高
於私人管理的翠竹花園的2,200元；及牛池灣的
瓊麗苑月租3,030元，較區內私人管理的新麗花
園2,550元還貴。

何啟明憂掀車場加價潮
他並批評領展以參考市場水平加租為由是與其
他停車場「扯貓尾」，擔心在領展大幅加租下，
勢掀起停車場加價潮，他將於立法會跟進事件。

保 安 離 開
■保安員（左一）將狗狗趕離行車道後轉身
離去，未再驅趕。 視頻截圖

■懷疑參與拍片的女子將流浪狗引至無瓦遮
頭處。 視頻截圖

■流浪狗受女子引誘，走出馬路「淋雨」。
視頻截圖

中 計 淋 雨

工聯會新一屆理事會昨晚舉行第一
次會議，並成功推選出新一屆負

責人，包括新任會長吳秋北與新任理事
長黃國。副會長由上屆5人減至4人，
副理事長則由上屆9人增至今屆10人，
領導層人數維持不變。
由於上屆領導層中不少人已滿擔任3
屆職務（3年一屆）之期或已屆退休之
齡，令今屆領導層之變動屬近屆最大。
在原有9名副理事長中，梁頌恩與唐
賡堯升任副會長，陳鄧源與梁芳遠順利
連任，謝愛紅、麥美娟、陳兆華、李子
健、馬志成、李永富、孔繼明及魯志薪

新當選，以接替退任的蔡金華、麥培
東、彭港祥、張樞宏及孫名峯。
新任會長的吳秋北在會後指出，希望

政府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落實增加男
士侍產假及檢討女性有薪產假，並爭取
綜合退休保障。他希望政府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之餘，於大灣區發展上更積極
作為。
他表示，工聯會將堅持積極參政，並

承認臨近2019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
「先做好為市民及勞工的工作，才有資
格積極參政」。
被問及今屆領導層選出不少新血，他

表示要解決新問題就必須有創新精神，
並強調工聯會在會務上及參政上革新，
並積極參政議政，為打工仔維護權益。
吳秋北提到，內地通過國安法，香港

亦要盡快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因
這是憲制責任，並指香港回歸逾20年
來仍未立法是「缺失」，有立法迫切
性。
被問到立法形式時，他指現時與2003

年起草方案時的情況有變，「昔日未有
網絡、金融安全及恐怖主義，故是時候
重新考慮各方因素制定新方案。」
新任理事長黃國指出，近年雖經濟發

展蓬勃，但感覺到打工仔的壓抑，「經
濟發達，但工時長，而且收入追不上樓

價。」

黃國：實現會務電子化
他承諾工聯會將繼續為勞工爭取合理

待遇，同時隨着年輕會員愈來愈多，會
在宣傳上與時並進，運用現代化高科技
以及實現會務電子化。

林淑儀：堅持愛國精神
卸任的林淑儀表示，新班子中的副理

事長有不少新面孔均來自基層工會，工
聯會將秉持發揚承先啟後的精神，為工
人打拚，「不忘初心，愛國、權益、打

拚。」她續說，未來會繼續發展工運，
「這是我們（工聯會）的天職」，並堅
持一直以來的愛國精神。
就鄭耀棠不再續任榮譽會長一職，吳

秋北回應表示，這是「棠哥」的個人意
願，理事會尊重他的決定。
陳婉嫻表示，早前發表的工會報告提

到大灣區發展，指鄭耀棠近日也帶領香
港年輕人到大灣區全面了解。
工聯會成員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

協委員，他們會將國家政策帶回香港，
保障打工仔權益，並促請國家在稅務等
方面讓香港有更好發展。

■工聯會常務理事會會議選出新一屆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何啟明聯同大聯盟成員發起「抗領展停車場瘋狂加價」請願行動，反對無良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領展被批評「不顧市民疾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女 子 引 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