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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機師罷工 料再取消15航班
影響逾千旅客 勞資座談今日下午舉行

業者：突襲式罷工浪費社會成本

據了解，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在2018年8
月經投票取得合法罷工權，在桃園市政

府協調下同意暫緩罷工一年。但該工會華航分
會昨日稱，由於華航公司對「疲勞航班增派人
力」、「副駕駛升訓制度透明化」等訴求未予
以妥善處理，因此決定重啟罷工行動。

飛安訴求未改善
昨日上午9時，機師工會華航分會開記者會
重申訴求，包括改善長程航班疲勞飛行問題
等，要求8小時以上長程班機派遣3名機師、
12小時以上長程班機派遣4名機師。在記者會
現場，機師代表高呼「捍衛飛安，拒絕過
勞」、「熬夜飛行，需要休息」等口號。
截至上午9時，機師工會華航分會已收到上
百份機師檢定證。機師若無證開飛機即是違
法，上交證件被視為支持罷工。
機師工會華航分會的會員有900位，5日罷

工演練時有逾700位機師加入。截至當天15
時，逾200名機師向工會上交檢定證。
中華航空公司總經理謝世謙當天上午召開記
者會表示，針對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無預警罷
工，華航公司已啟動緊急應變機制，秉持飛安
第一、旅客優先為原則，全力調度可用人力與
安排航班調整計劃，務求影響層面降至最低。
台灣交通事務主管部門有關負責人當天表
示，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在春節期間
驟然發動罷工，造成旅客不便，很容易模糊工
會的訴求。希望工會與華航公司對話協商，找
到交集，盡快結束罷工。

雙方談判恐艱難
交通主管部門相關負責人王國材表示，已和
華航勞資雙方協調好，今日15時將舉行勞資座
談。桃園市機師工會常務理事陳蓓蓓則表示，
儘管同意參加座談，但是罷工還是會持續。
她表示，王國材非常有誠意，也承諾華航資
方已經有會讓工會滿意的對應方案，因此工會
成員最後決定去聽聽看，不過對於能否解決並
不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東森

新聞及新華社報道，台灣桃園市機師

職業工會華航分會昨日宣佈，當日上

午6時啟動機師罷工行動。這是華航

近三年第二度出現罷工。據中華航空

公司消息，昨日共取消13個航班，影

響多達1,800人，而今日預估將取消

15班次。勞資談判最快有望在今日下

午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機師罷工，台北
市、台中市和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昨日發出聯合聲明表示，強烈譴責突襲
式罷工，尤其選在春節期間發動罷工浪
費龐大社會成本，造成民眾極大不便，
衍生滯留種種後續問題，工會應事先預
告，讓社會大眾能有因應。
此外，台交通主管部門觀光局表示，

旅客因華航罷工無法依原定行程返台所
生滯留費用應由旅行社負擔，不得向旅
客收取，旅行社應妥適安排旅客轉搭其
他航班返台。
不過，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聲明表示，航空公司罷工
事件不可歸責於旅行業，旅行社願善盡
協助義務安排旅客返台，但無法認同主

管機關要求旅行社負擔旅客因罷工產生
滯留費用，期望主管機關勿過度解釋契
約條文，協助業者處理問題，讓滯留旅
客順利返台；如果無善意回應，將聯合
全台旅行業者陳情抗爭。
聲明指出，華航是台灣指標性社會企

業，應善盡社會責任，全權負責罷工造
成旅客及團體退票、住宿、餐食及地面
交通，及延後出發、滯留外地、轉搭他
航等衍生性費用，並提妥善補償辦法，
也呼籲當局積極介入處理，促成罷工及
早落幕，對民眾的影響才能降到最低。

消基會：應有合理預告期
台灣消基會也表示，罷工雖是法律賦

予勞工的權利，但當局仍應針對大眾運
輸事業的勞工罷工權，規定7天到10天

合理預告期，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發佈新聞稿表示，

目前處於春節假期旅運量尖峰時刻，各
航空公司機位大多滿載，罷工行動如果
未妥善處理，除影響旅客無法搭機，還
包括上萬名出遊民眾將面臨無法如期返
台窘境。
消基會說，也應規定這些事業單位對

預先購票的消費者因罷工而遭遇損害
的，應給予適當補償或賠償等，兼顧勞
工與消費者權益。
消基會表示，罷工是航空公司可預見
情事，航空公司也應對這次罷工造成的
影響，與旅行社共同負起過失責任。旅
行社對團體旅客應按比例賠償旅遊費用
（最高可賠償到100%），個人旅客也
可向華航請求損害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
台灣中華航空公司勞資協商破局，桃園
機師工會華航分會宣佈自昨日上午6時
起啟動無限期罷工，數千名旅客受到影
響；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
團同日發聲明，強烈譴責台灣交通主
管部門負責人林佳龍、華航董事長何
煖軒「為何放任罷工事件爆發」，最
後造成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影響，要求
華航高層盡速解決勞資爭議。
國民黨團書記長吳志揚指出，依據

桃園機師工會資料顯示，自華航董座
何煖軒上任兩年半以來，華航違反
「勞基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已
高達33次。華航高層應以最大誠意，
立即針對工會訴求展開勞資雙方溝通
協商，資方應思考改善機師福利，杜
絕過勞航班。其次，針對勞資雙方的
認知落差，國民黨團要求林佳龍立刻
進行危機處理，深入了解工會訴求，
要求華航高層積極妥處。
吳志揚質疑，蔡英文曾說過：「勞

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一塊」，此話
言猶在耳，但連泛官股的華航都無法
做到維護勞工權益，如何要求廣大中
小企業落實？

國民黨團也呼籲，由於目前正值春節假期尾
聲，許多民眾要返台收假，也有學生要開學，
提醒華航勞資雙方，應以旅客權益為重，理性
解決爭議，將不便與損失降到最低。

機師工會五方面訴求
■改善疲勞航班

■副駕駛升訓制度透明化

■保障本地機師工作權

■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

■比照長榮航空保障第13個月全薪

資料來源：中央社

15航班料今日取消

■CI922香港 -台北

■CI113廣島 -台北

■CI838曼谷 -台北

■CI933/934高雄 -香港來回

■CI861/862台北 -金邊來回

■CI935/936高雄 -香港來回

■CI2581高雄 -上海(浦東)

■CI012台北 -紐約

■CI032台北 -溫哥華

■CI601/CI602台北-香港來回

■CI751新加玻-泗水

來源：東森新聞■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昨日舉行記者會，重申華航機師罷工訴求，包括改善疲勞航
班等。 中央社

150家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年

本次活動得到商務部、文化和旅遊部
及山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山東省

商務廳副廳長王洪平日前在新聞發佈會
上表示，舉辦「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
年」活動，是探索老字號與故宮博物院
創新融合，把雙方共有的厚重文化底蘊
和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融入到現代創意
之中，助力老字號品牌創新性發展的一
次有益嘗試。

山東45家企業參展
據悉，山東此次參展的45家企業，既
包括德州扒雞、亓氏醬香源牛肉、周村
燒餅、青島啤酒等食品類老字號品牌；
亦不乏部分過去與故宮有淵源的產品，
如阿膠、小米、玉堂醬菜、紙皮包子
等；還有凸顯山東地方特色的品牌，如
泰山桃木雕刻、四海蝦醬、博山琉璃

等；以及山東部分特有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技藝產品，如章丘鐵鍋等40家老字號
企業和5家非遺技藝企業。
本次活動得到國家商務部、文化和旅

遊部、山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1月
28日上午，故宮博物院還舉辦了100個
國家駐華使節進故宮活動，邀請這些國
外使節去慈寧宮現場參觀老字號，品鑒
老字號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故宮博物院和山東省商務廳於1月

28日至2月10日在故宮慈寧宮花

園舉辦「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年」

活動。北京、上海、江蘇、山東等

10個省市150家老字號企業參展，

搭建150個別具一格的展位，重點

展示各地老字號的美食小吃、傳統

年貨、文化用品、特色工藝品、非

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等。其中山東企

業45家，佔全部企業總數的近三

分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
報道）一部法規經歷三審，兩次徵求意
見，作為立法重頭戲，在日前的黑龍江
省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對《黑龍江省優
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這部地方性
法規的出台之路頗為關注。香港委員更
是在審議討論中，提出了眾多中肯的意
見。
在哈爾濱投資十餘年的香港高寶集團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韓世灝委員對
黑龍江投資環境的優化讚不絕口，他建
議政府部門在制定相關政策和施行政策
時更全面地考慮企業的現狀和市場需
求，幫助企業用足、用好、用活省內出
台的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

施，打通政策落地「最後一公里」，讓
改革紅利盡快轉化為企業發展紅利。

高佩璇倡引先進管理方法
黑龍江省政協常委、香港意得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高佩璇說，黑龍江營
商環境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問題，思想觀
念不解放、創新意識不強制約黑龍江發
展。把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市場意
識、先進的管理方法輸入到黑龍江來，
一旦形成互動，並把黑龍江已經積累的
經驗、資源、條件等結合起來，黑龍江
的發展就會步入新的軌道。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永富容器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羅頌宜委員建議加強頂層

設計，完善法治化營商環境制度框架，
營造規範有序、公開平等的法治環境，
加大違法失信的懲戒力度，把失信企業
納入「黑名單」。
香港德瑞集團主席魏明德說，黑龍江

省軟環境，即政策、法規、管理、服
務、人員素質等方面的狀況亟待提升。
簡政放權是優化營商環境的第一步，推
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改善營商環境
的重要舉措。他建議通過放權加速市場
經濟的形成，讓實體經濟擺脫審批體
制，向市場淘汰機制過渡。推進改革舉
措的精細化和系統化，堅決去除企業辦
事的「捲簾門」、「玻璃門」、「旋轉
門」，增強企業家信心。

港商籲黑龍江增強「軟件」改善營商

閩數字經濟規模逾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
道）為推進特色現代畜牧業發展，陝西將着
力培育千億級奶山羊全產業鏈，爭取到
2025年使全省奶山羊存欄達到500萬隻，羊
奶產量達到120萬噸，羊乳製品產量達到40
萬噸，全產業鏈產值達到1,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
為實現千億級奶山羊全產業鏈的目標，陝

西計劃用8年時間構建奶山羊產業體系，陝
西省畜牧獸醫局總畜牧師劉收選表示，該產
業鏈是指從奶山羊飼料種植與加工、奶山羊
的飼養繁殖、羊奶的生產、羊奶產品的加

工、市場營銷、包裝、物流等全鏈條的生
產、營銷過程。
陝西省畜牧獸醫局局長楊黎旭介紹，陝西

是全國最大的奶山羊生產基地，被譽為「中
國奶山羊之鄉」，目前陝西羊乳製品已遠銷
內地多個省份及東南亞、台灣地區。2017
年，陝西羊奶產量50萬噸，佔全國的46%；
羊乳製品總產量8.2萬噸，佔全國80%以上，
其中羊奶粉佔全國市場份額的90%，嬰幼兒
配方羊奶粉佔全國市場份額的95%以上，年
銷售收入60億元。預計2018年底，全省羊奶
產量57萬噸，全產業鏈產值136億元。

陝打造千億級奶山羊全產業鏈

豫去年引進外資179億美元

■■河南省省長陳潤兒作政府河南省省長陳潤兒作政府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劉蕊劉蕊 攝攝

■■「「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年中華老字號故宮過大年」」於於11月月2828日起在故日起在故
宮慈寧宮花園舉辦宮慈寧宮花園舉辦。。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劉蕊 鄭
州報道）在日前河南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二次會議上，河南省省長陳潤兒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透露，河南2018年預計生產總
值突破4.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
年增長7.5%。全年新設立企業34.3萬戶、
增長14.9%，實有市場主體590.6萬戶，穩

居中部首位。尤其開放型經濟發展呈現較好
勢頭，鄭州機場旅客吞吐量2,733萬人次、
增長12.5%，貨郵吞吐量51.5萬噸，跨境電
商交易額增長25%左右，預計全省進出口
總值5,500億元，實際吸收外資179億美
元，引進省外資金9,647億元。
陳潤兒表示，2019年河南省將堅持擴大

對外開放，提升經濟發展優勢，貫徹國家大
幅度放寬市場准入部署，全面落實准入前國
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強化科技、金
融、產業、貿易合作，在農業、教育、醫
療、文化、電信、製造業等領域謀劃一批重
大項目，吸引外商投資。全力拓展「四條絲
路」，做大做強鄭州──盧森堡航空「雙樞
紐」，提升中歐班列運營水平，支持跨境電
商發展，推動EWTO核心功能集聚區建
設，拓展海鐵聯運班列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史兵 福州
報道）福建省在新經濟領域發力表現不俗。
福建省省長唐登傑日前向福建省十三屆人大
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福建數字
經濟規模已超過萬億元人民幣。在大數據、
物聯網、人工智能、5G商用以及區塊鏈產業
方面，福建今年將形成一批應用示範項目。
去年，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成功在福建舉

辦。福建是「數字中國」建設的樣板，信息化
綜合指數、互聯網普及率、境外電商和農村電
商交易額、數字經濟總量等均居全國前列，福
州更是獲批成為全國17個5G試點城市之一。
除中國聯通外，有多個運營商爭相在福

建探索5G商用。此外，福州的國家醫療健

康大數據中心一期將於今年第三季度建成投
產，先投產 5,000 個機櫃，最大將達到
15,000個標準機櫃，可提供億萬級人群隊列
的精準醫療數據服務，為臨床科研、基因測
序、新藥研發、健康管理等提供海量存儲及
大數據分析能力。
唐登傑指出，第二屆數字中國峰會今年

繼續在福建舉辦，福建將加快數據資源整合
共享，大力發展物聯網、人工智能、5G商
用和區塊鏈產業，在製造、金融、醫療、健
康、安防、政務等領域，實施100個人工智
能應用示範項目，形成100個深度引用場
景，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
合，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