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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展 會 購 物 優 惠
公司 產品 優惠價 原價 每天提供數量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雀巢福袋（48包咖啡粉及朱古力粉20包等） 1元 399元 10個

西德寶富麗(遠東)有限公司 抗菌健康枕 1元 169元 30個

德廚控股有限公司 德國卡爾牌6道安全裝置壓力煲（5.5公升） 980元 1,960元 30個

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 Smartech SF-1238座枱搖擺直立式風扇 198元 628元 50個

資料來源：工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江先生：花費約4萬元
購入海味、臘腸等產品，
工展會產品平，且質素有

保證，年年都會入場消費，更會
一次過買足一年內需要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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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以1.7萬元購入
高麗參等補品，因工展會產品質
素信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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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花2,000元買
入李錦記醬料、棉被、蜂

蜜、小食、海味等十多種產品，
總預算為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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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女士：20年來每年都
來工展會購物，平日在超
市很難一次性買到不同種

類的優惠產品，工展會集中所有
的品牌做特價，購物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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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劉先生：首次入
場，覺得工展會氣氛好，
購物時可用支付寶及微信
支付，更加方便。信得過

香港品質，工展會又有優惠，是
很好的集中購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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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踏入周六兼風和日麗，工展會成為
假日好去處。大批市民拖着手推

車或行李箱，手持優惠券，穿梭會場掃
平貨。各間商戶在攤位貼出醒目優惠廣
告，店員亦落力推銷吸客，現場氣氛相
當熱鬧。開幕短短1小時，不少市民已
填飽拖來的「戰車」，滿載而歸。

市道向好購買力強勁
臨近做節，場內以海味參茸店最受市
民青睞。安記海味董事總經理潘權輝表
示，今年開幕日的人流及消費均較去年
熾熱，「一開幕衝入場的人比往年明顯
多！」他指，甫開店已有市民掃入20個
價值288元的福袋，亦有市民主力購買
鮑魚及其他海味，準備周五過冬做節。
安記海味今年租用多2個攤位，共8

個攤位，潘權輝指今年工展會期較去年
遲近一周，市民儲有相當購買力，對銷
情有信心，相信開幕首數天、逢星期六
日、聖誕節及元旦日會是銷售高峰期，
期望今屆工展會營業額比去年多10%以
上的升幅，「最好日日好像今天天氣如
此好！」安記海味今年亦增設支付寶
(手機)付款方式，方便內地旅客付款。
南北行聯營業務發展經理崔家權表
示，最近天氣明顯轉冷，加上冬至將
臨，不少市民掃入海味及人參等補
品，「中國人鍾意燉海味，又暖身，
又好意頭。」他認為昨日開場氣氛熱
鬧，目測人流比去年多1成，對整體
市道有信心，預料營業額至少比去年
多5%的增幅。他指4至5年前，內地
旅客與本地客的比例大約3比7，甚至
4比6，近年則維持在2比8。

「1元洗碗機」震撼優惠
美的電器今年推出「1元洗碗機」
優惠，美的市場及產品發展經理鄭梓
城表示，1元優惠有助帶動人流，加
上今年天氣好，陽光普照，人流明顯
多了，而往年天氣則不好。他預計今
年營業額比去年增加20%至30%。他
指工展會開幕約1小時，成交單數由
去年的40多單升至90單。

「丁財」料雙位數增長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謝鋒、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獲邀主持工展會開幕儀式。
李秀恒致辭時表示，工展會是市民大眾
參與同樂的平台，每年料吸引約200萬
人入場購物。
他續說，綜合旅遊業及零售業數
字，今年下半年經濟表現不俗，相信
工展會亦有好成績，有信心工展會銷
售額有10%至15%的增長，入場人次
在往年200萬的基礎上，再有10%至
20%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陳文華）一連24

日的第52屆工展會昨早

11時在維園開鑼，有市

民一開閘便衝入會場，

奔向心水攤位，開幕不

足1小時場內已擠滿人

潮。有海味店負責人表

示，由於周五（22日）是

冬至，特別多人掃海味

應節，開幕短短廿分

鐘，便有本地客一舉掃

入廿個福袋送禮。中華

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

對今年工展會銷售額有

信心，預計今年銷售額

有10%至15%的雙位數

增長，可由去年的9億

元升至10億元。

揭幕日天朗氣清 冬至聖誕臨近 生意額有望破10億

寒冷工展銷情熱
海味當旺人頭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再有工
展會參展商於首日推出三部每吋8元的高
清電視優惠，黃先生為求買得心頭好，前
日清晨6時便到場排隊，成功取得頭籌，
雖然要在寒風之中等候29句鐘，但最終成
功以400元購得原價8,980元(相當於0.5折
優惠)的50吋高清電視，他笑言非常值得，
「這樣的價錢，全香港都找不到！」今年
是第二年設置「超級優惠排隊區」，讓市
民預先排隊領籌，有排隊人士認同此安排
能減少意外。

「8元一吋電視」超值價
要取得限額3部的「8元一吋電視機」殊

不容易，黃先生前日特意請假，由深水埗家
中帶備被鋪、枕頭及食物來到維園，展開29
個小時漫長等候，排隊期間亦「做定功
課」，並打算購買「1蚊」枕頭。黃先生入
場後憑籌購入心頭好後，不禁展露歡顏，雖
然商家提供送貨服務，但他指希望盡早享
受，打算召喚小型貨車即日送貨。他並預計
在場內將花費500元購買海味。

讚好「超級優惠排隊區」
去年亦有排隊的陳女士，原定目標為南

北行價值2,680元，現以1元發售的鮑參海
味包，惟昨早7時許到場時已滿額，臨時
變陣改排價值1,588元，現以1元發售的聲

波震動牙刷。她認為設置「超級優惠排隊
區」的安排好，「以前都見過有人狂奔而
跌倒，很危險！」

排隊29小時 搶0.5折大電視

第52屆工展會昨日開
鑼，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中聯辦副主
任譚鐵牛、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一早入場掃
貨，當中林鄭月娥購物最多，先後在榮華
及榮記攤檔，購入臘腸、鴨髀、蝦子麵
等，共花費5,556元。其他人亦個個手提
購物用環保袋，收穫頗豐。

大部分麵食將轉贈修女
林鄭月娥隨後見記者表示，工展會與很

多包括自己在內的香港人一同成長。近年
廠商會亦在舉行工展會期間推出社會公益

活動，給予弱勢社群更多機會來工展會購
物。她表示，今年香港經濟整體向好，在
出口、入口貿易及本地消費上均向好。她
預祝工展會展商多做生意，令香港整體氣
氛隨着聖誕新年及農曆年的來臨更加暢
旺，帶給人歡樂。

店員讚林太自備環保袋
林鄭月娥昨日花費5,556元買麵食及臘

腸。她表示，自己多年來都很關心在天主
教會裡的修女，大部分麵食是買給修女。
另外買臘味則希望在禮賓府請客及自用，
有些會送給別人。「剛才林健鋒議員說來

禮賓府吃飯，我
們可以煮一些臘
味飯招待立法會
議員。」
獲林鄭月娥幫

襯的榮記店員李
小姐指林鄭月娥
很重視環保，店
內原本有包裝好
的禮盒，但林鄭
月娥捨棄禮盒，轉而將散裝貨品放入環保袋
中。榮華梁小姐亦讚林鄭月娥隨和、好好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林鄭花5556元幫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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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會昨日揭幕工展會昨日揭幕，，林鄭月娥林鄭月娥、、謝鋒謝鋒、、譚鐵牛等嘉譚鐵牛等嘉
賓展示賓展示「「戰利品戰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榮華店員梁小姐讚特
首注重環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入場客手
拖「戰車」搶
購心頭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黃先生以400元買到原價近9,000元的
大電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天 氣 寒
冷，臨近冬
至，賣海味
攤檔人氣最
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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