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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公司家居
用品，雅蘭總經理蔡建
權指，雖然公司於印尼及內
地均設有廠房，但自有品牌中，部
分床褥依然是香港製造。原因很簡單，
Made in Hong Kong對內地消費者仍然有一
定的吸引力，「如果唔係都唔會咁多人過嚟香
港買奶粉啦！」
蔡建權不諱言，雖然香港的製成品運回內地出
售，成本一定較高，但相對產品的叫價亦可高出20%
至30%。有時，Made in Hong Kong亦是一個賣點。
至於印尼廠房方面，雅蘭與當地商家合作至今亦已有30
年，產品只供應印尼市場，而且與香港的運作模式亦不盡
相同。

網購助走全國

的確，床褥與一般零售產品不同。雅蘭總經
理蔡建權笑言，「啲人唔會行行下街，突

然話買張床褥返屋企換。」床褥雖然是必需
品，但如非逢搬屋、裝修等事，亦少有更替，
所以他口中那句，「樓市旺淡對家品業影響甚
大」非無道理。

港市道放緩 汰弱好時機
自樓市印花稅實施後，樓市大吹淡風。蔡氏

指，早料到去年會比較難捱，所以預先做好準
備，加強推廣等方法自然少不了；公司去年銷
售額較2012年增長10%，主要由平均銷售單價
上升帶動。他稱，如今零售市道有放緩跡象，
為汰弱留強的好時機，公司會利用自身知名
度，待機提高市場份額。
在港經營大型家品，門店選址永遠是首要
問題，一間床褥專門店少則亦要2,000方

呎，在本港零售店舖普遍門面
細、租金貴的情況下，選擇
少之又少。蔡建權指，
「公司不停有找地方、

但基於行業獨特的原因，選址亦傾向謹慎，
希望可於家品集中地區開設專門店。公司現
時專門店共有4間，今年計劃開1間至2間新
店，新店預備時間至少5個月，資本開支約
100萬元。」
事實上，本港家居廣場或集中地「十隻手指

可以數得晒」，他亦坦言，港島區比新界或九
龍更難找到合適地點，而且公司亦未必選擇在
旺區設立新店，一來租金高企、二來未必適
合，試想想在金舖或者藥房旁邊開床褥專買
店，會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而且，在一些如
跑馬地等高價地段，該公司未必有意以雅蘭品
牌開設專門店，反而傾向以公司代理的歐洲品
牌設立專門店。

自有品牌銷售雙位數增
蔡氏表示，該公司現時代理的外國品牌達4

個至5個，未來希望增加產品線，令客人有更
多選擇。現時該公司自有品牌，每年銷售維持
雙位數增長；代理品牌因基數低，因此每年增
長達30%至40%，發展空間較大。

淘寶京東商城擴銷售面
內地市場方面，蔡建權指，公司早於上世紀

八十年代打入內地市場。「當時打入內地市場
較易，經濟仍未發達如今，當地政府相對給予
的優惠及資源亦較多。」隨着時間流逝，近年
網購崛起，雅蘭亦早於3年前開始投放資源，
把床褥等產品銷售發展至網上平台。
他指出，內地電子商貿的發達無疑與內地地

域問題有關，配合物流業發展成熟，單繼去年
光棍節，淘寶舉行的雙十一促銷活動，該公司
銷售額已達7,500萬人民幣，售出床褥約13,000
張，數目相當驚人。同時，雅蘭亦有與京東商

城合作，兩者佔比相若，去年網購銷售額增長
較2012年有達8倍之多。他又認為，倘若該公
司電子商貿發展成熟，將會改為自行建構平
台，惟現時仍屬起步階段，因此仍要借助淘寶
等渠道。

內地今年擬增500新店
儘管通過電子商貿進一步拓展業務，他強

調，該公司不會減少銷售點，兩者會同步發
展，並計劃今年在內地增加500間新店，主要
城市會設立專門店，次一線城市會以加盟形
式。

本港零售業一直受到
自由行支持，藥房、金
舖如同便利店，「總有
一間在你左近」。惟一
些大型家品同為零售業
的一部分，卻較難受惠
其中。本地老牌床上用
品品牌雅蘭明瞭自身產
品定位，早於上世紀八
十年代以快速擴張的方
式進攻內地市場，近年
則通過淘寶及京東商城
拓展網上平台，令品牌
的床褥產品於內地、香
港兩地長賣長有。

■記者黃子慢

公司資料
雅蘭於1966年在香港成立，1989

年進駐內地市場，經過四十多年，
已發展為涵蓋家居用品，主要為
床褥及床上用品的生產經營，另
有地產開發、酒店經營管理、
電力發展及玩具生產經營等行
業集於一身的集團。

公司以「品質第一，弘揚
名牌，科技興業，共創未
來」為經營方針和理念，
其產銷家居用品於1982年
獲得香港工業總會頒發品
質 標 誌 證 書

（Q-MARK）。

普通人一生買床褥「十隻手指數
得晒」，如何保養才可以令床褥更
耐用呢？雅蘭總經理蔡建權指，床
褥並非愈貴愈好，要耐用其實只需
每3個月上下反轉床褥使用便可，
令彈弓受力平均，避免引起金屬勞
損。但他笑言，一般家庭很少會大
費周章每3個月反轉床褥，不過要
耐用至少要每6個月將床褥頭尾對
調。

親身感受方為真
買家不應單憑彈簧數量的多寡來判

斷床褥的品質，應親身躺下感受才是
真正值得信賴。蔡建權亦提到，要選
擇一張合適自己的床褥始終要試，因

為始終為貼身用品，每個人的需求都
不同，單是西方人及東方人的要求已
經不一樣，前者較喜歡較軟身的床
褥，後者則恰恰相反。而且，有些人
認為越多彈簧的床褥能提供越強的承
托力，但事實是彈簧的質量、結構及

排列方式比彈簧數量的多寡更為重
要，因這才是決定床褥的舒適度及承
托力的重要因素。另外，人們應避免
經常坐在床褥邊緣，因為這會使彈簧
受力不均而變形，亦不應讓孩子在床
褥上彈跳。

床褥長賣長有床褥長賣長有
■■雅蘭總經理蔡建權指雅蘭總經理蔡建權指，，公司在去年公司在去年
淘寶的雙十一促銷活動達成淘寶的雙十一促銷活動達成77,,500500萬萬
人民幣銷售額人民幣銷售額。。 記者張偉民記者張偉民 攝攝

■■雅蘭總經理蔡建權指雅蘭總經理蔡建權指，，香港製造對內地香港製造對內地
消費者仍有吸引力消費者仍有吸引力。。 記者張偉民記者張偉民 攝攝

床褥非愈貴愈好床褥非愈貴愈好

■雅蘭未來
將增加代理
外國品牌之
產品。

記者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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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
報道，昨日母
親節，廣西龍
勝各族自治縣
泗水鄉7歲苗
家女童楊啟娟
起了個大早，
在伯父的陪同
下，從村裡坐
車到縣城，再
從縣城搭快巴
到桂林市，路途長約百公
里，前往桂林市人民醫院
看望正在這裡住院治病的
爸爸和媽媽。由於是母親
節，她在龍勝縣城一家花
店自己選購了一朵玫瑰花
帶到桂林送給媽媽。一路
上，這個懂事的孩子手執
玫瑰花不肯放下，直到將
花交到媽媽手中。
據了解，楊啟娟的母親

患有癲癇，父親也在事故
中受傷。平時，楊啟娟只
能在周末走10多里山路去外公家見媽媽。楊啟娟
的遭遇經內地媒體報道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7歲苗家女拿花
輾轉百公里探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昨日互聯網上，
一則追憶「老媽口頭禪」的話題引起廣泛熱議。
「你怎麼老是長不大？」「乾脆鑽電視裡得
了！」「在外工作不要太累！」網友晒出的「老
媽口頭禪」，嘮叨中夾帶溫情、叮囑中不免擔
憂、教誨中不乏哲理，引起了國人的集體共鳴。
「老媽口頭禪」徵集中，媽媽們的「嘮叨」最
讓人印象深刻。「還不睡啊！還不起啊！」類似
這些媽媽們常掛在嘴邊的話，似乎每個人都不陌
生。有意思的是，中國家長喜歡拿自己的孩子和
別人的孩子作對比，而「別人家的孩子」則成了
老媽口中的常用語。
網民總結出三種類型：嘮叨責備型「快點起

床！還不睡覺？」；溫馨叮囑型「不用惦記我、
照顧好自己」；處世哲理型「誠實守信、對得起
良心」。

網友晒「老媽口頭禪」
嘮叨兼溫情引發共鳴

馬航家屬：盼再給媽媽奉茶
母親節寄哀思 仍望親人生還奇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

本應是母子團聚、盡享天倫之樂的一天，

然而一趟失聯至今的航班，讓姜輝的這

個母親節只能在思念中度過。「從3月8

日到今天，已經66天了，真不知道還有

沒有機會再給媽媽奉上一杯茶」。和姜輝的感觸一樣，馬航MH370

航班上很多為人子女的乘客家屬們，在母親節這一天都飽受思念的煎

熬。他們都還有很多話想對母親說，都還期待着能再有機會孝敬母親。

學生體驗當「媽」含淚說出我愛您
香港文匯報訊 據《重慶晨報》報道，重
慶珊瑚小學6年級7班昨日舉辦了一場名為
《感恩母親》的班會。56個孩子在班會上體
驗懷孕、感受分娩後，都含淚寫下了心裡話：
「我愛您，媽媽！」

「孩子們，你們知道媽媽十月懷胎有多艱
辛嗎？」年輕的班主任王妍拉開了班會帷幕。
王妍拿出事先準備好的10公斤沙袋，大約為
懷孕時肚子的重量。12歲的王緒乾第一個走
上講台，剛綁上沙袋，他便直不起腰桿了。
接下來，王緒乾準備像媽媽一樣做家務，可
是一手扶着「大肚子」一手拖地，他接連「哎
喲喲」歎了5次氣，累得滿頭大汗。
接下來，幻燈片裡播放了一段媽媽生下

寶寶的科教視頻。王妍發現，視頻播放
時，有的孩子哭了。「第一次知道，媽媽
把我生下來這麼艱辛。」
昨天是呂詠珊的13歲生日，她含着眼淚

告訴同學們，這個生日她要給媽媽送上一
份親手製作的禮物。

■一名女生在班會上流淚表達對媽媽的感
情。 網上圖片

昨日，安徽省九成監獄舉行
開放日，數十位服刑人員的母
親走入高牆內，開展親情幫教
活動。圖為母親節，一位服刑
人員的母親為兒子帶上新買的
眼鏡。 中新社

高牆內的母愛

母親節，安徽省阜陽市文峰
幼兒園的小朋友李海諾在當地
舉行的「給媽媽獻個吻」主題
活動現場，摟住媽媽的脖子送
上一個甜蜜的吻。

新華社

■馬航乘客家屬參加了慈濟基金會母親節特別活動。 馬琳 攝

■楊啟娟給媽媽聞花香味。 新華社

■楊啟娟手執玫瑰花
坐在巴士上。 新華社

給媽媽獻個吻

昨日母親節，慈濟慈善基金會在北京
舉行了一場母親節特別活動。馬航

MH370 航班的部分家屬參加了此次活
動。
「我的母親在飛機上」，姜輝作為馬航

MH370乘客家屬代表發言，「我想說的
是，現在在座各位請珍惜我們的母親，你
們還有機會能孝敬他們，表達作為子女的
感恩。但是我……」也許是想到現在不知
身在何處的母親，這個三十多歲的北京漢
子，哽咽了。

憂時間沖淡記憶
突如其來的意外，打亂了馬航乘客家屬

們原本平靜的生活。在母親節這個日子，
在度過了60多天漫長的煎熬，除了對親人
們思念，寫在他們臉上更多的卻是無奈與
無助之情。姜輝說：「我有一個三歲的孩
子，現在他還時常會問起奶奶去了哪裡，
但我怕時間長了，孩子可能就會把奶奶忘
掉。」
時間可以沖淡很多傷痛，卻也讓馬航事

件的關注度持續下降。姜輝說，自從5月
2日，北京麗都馬航家屬救助中心關閉
後，搜救信息、調查信息都沒有人再告知

家屬了，這讓家屬們很無助。「作為個
人，我真的感到無能為力。」他希望，輿
論能夠再給些壓力，讓馬方能夠最終公佈
事情真相。
由於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MH370航班

乘客已經身亡，乘客家屬們都還對再見到
親人抱有一絲希望，盼有奇跡發生。母親
也在MH370航班上的白小姐告訴記者，
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媽媽的影子。白小姐的
父親白拴富說，妻子的東西他都沒動過。

面對訴訟兩難
家屬們還在等待親人們的歸來，但賠償

訴訟卻被提上了日程。一項由中國政府組
織的義務法律救助要求家屬必須在5月15
日前簽署委託協議。但由於目前的理賠主
要依據《蒙特利爾公約》，有法律人士表
示，啟動《蒙特利爾公約》的前提是要家
屬承認親人身亡的事實，這令很多乘客家
屬無法接受。
姜輝說，希望政府更多給一些時間。

「現在才過去兩個月，而訴訟的有效期是
兩年，現在就讓家屬簽字承認家屬身亡，
我們真的很難接受。」白拴富也表示，賠
償的事情暫時不會考慮。

馬 航 墜 毀
第第6666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