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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電器今年推出
美的電器今年推出8
8 部 80
80元的分體式冷氣
元的分體式冷氣。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安記今年的策略是
安記今年的策略是「
「多嘢送
多嘢送」。
」。
■德國寶首 200 名購買蟲草燕窩煲的客人
名購買蟲草燕窩煲的客人，
，可獲贈燕盞禮 ■南北行今年繼續推出
南北行今年繼續推出「
「1 蚊」湯包優惠
湯包優惠。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盒及保溫燜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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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八八八 工展發發發
8部「80蚊冷氣機」價值8000元「80蚊」福袋 賀工展80年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珈琋
陳珈琋）
）一年一度的
一年一度的「
「第 53 屆工展會
屆工展會」
」由今日起至下

■工展會今日起在維園舉行
工展會今日起在維園舉行，
，大會
推出一系列備受矚目的「
推出一系列備受矚目的
「重磅
重磅」
」優
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月 7 日一連 24 天在維園舉行
天在維園舉行。
。適逢工展會創辦 80 周年
周年，
，大會推出一系列備受
矚目的「
矚目的
「重磅
重磅」
」優惠
優惠，
，包括由大會推出
包括由大會推出、
、價值 8,000 元的
元的「
「80 元」福袋
福袋；
；美的
電器首日推出 8 部原價 5,480 元的
元的「
「80 元」分體式冷氣機
分體式冷氣機；
；南北行推出 8 個原
價 2,680 元的
元的「
「80 元 」 鮑參福袋
鮑參福袋。
。 同時
同時，
， 大會今年繼續加推
大會今年繼續加推「
「1 蚊 」 及 「 一
折」抗通脹購物優惠
抗通脹購物優惠。
。有參展商表示
有參展商表示，
，今年零售市道欠佳
今年零售市道欠佳，
，但看好工展會的人
流，冀以大量優惠及贈品薄利多銷
冀以大量優惠及贈品薄利多銷，
，估計營業額按年有雙位數升幅
估計營業額按年有雙位數升幅。
。

美的電器市場部總監鄭淇均指，會場內的
產品除了享有全場八八折優惠，慈善團

體、長者或傷健人士更可享七五折。
他續說，今年增加了一些質素及價格較高
的產品，預計營業額按年升 20%，「我們今
年增添了一些新產品，如電炸鍋、高壓鍋、破
壁機等，相信亦受市民歡迎。」

買蟲草燕窩煲 送保溫燜燒杯

599元脈衝按摩儀一折發售
今年首次參展的美斯凱實業推出一折優惠，
原價599元的脈衝按摩儀僅售59元，每日限量
20件。其銷售及市場部經理陳彥彤指出，由於
今年下半年的市道欠佳，公司特意推出相關優
惠「吸客」，目前仍處於摸索階段。由於天氣
日漸寒冷，她看好電暖氈的銷情。

工展會詳情
日期：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7日（展期為24天）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最後一天至晚上8時完結）
地點：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展場面積：28,000平方米（超過880個戶外攤位）
主要展區：香港名牌廣場區、食品飲料區、糧油麵食區、參茸海味湯料區、美容保健
區、服飾精品區、生活家居區、美食廣場、社企區及推廣區
入場費用：港幣12元（身高1米或以下小童、65歲或以上長者及殘疾人士免費進場）
資料來源：工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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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看好今年防寒衣物
的銷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根據以往經驗，即使該年經
濟或市道欠佳，市民入場後
均希望盡興而回，消費意慾
高，故仍看好今年的銷情，
預計營業額較去年升 15%，
「事實上市民多點內銷，便
可刺激本地經濟。」他並強
調，近日天氣轉冷亦對防寒
衣物的銷情有幫助，惟擔心
展期期間下雨會影響人流。

嘉年華由即日起至明年 2 月 17 日於
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成人門票為
130 元，包 10 個電子代幣；小童門票
連7個代幣的售價則為90元。

7機動遊戲暫未開放
今 年 嘉 年 華 設 32 款 機 動 遊 戲 設
施，當中包括 5 款為過往從未在香港
出現。大會指今年的機動遊戲價錢與

往年相若，維持 30 元至 60 元之間。
不過，嘉年華昨日開幕時只得 25 款
機動遊戲運作，首度抵港的 Colorado Express Train等合共7款機動遊戲
仍未對外開放，大會期望其餘的機動
遊戲能於數天內投入服務。
嘉年華內亦有 29 個攤位遊戲，主
辦機構指今年準備了 100 萬隻《Baby Groot 遊戲》、《侏羅紀世界》、

表演
團
雜技

《購物精靈》、《迷你兵團》、《銀
河護衛隊》及《星球大戰》等毛公仔
作為攤位遊戲的獎品。
今年的友邦嘉年華並再次安排歐陸
雜技團到場表演，雜技團逢星期二至
星期日每天會進行兩場至 4 場表演，
門票介乎150元至400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梁祖彝

嘉年華詳情

橫跨聖誕節及
農曆新年的「友
邦嘉年華」昨日
開幕，嘉年華除了有逾 30 款機動遊
戲和攤位遊戲外，亦有雜技團表演，
但部分遊戲設施因未獲機電署審批，
目前仍未開放。機電署至今只接獲 25
份機動遊戲的「使用及操作許可證」
申請，並已全數批出。

原價(元) 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珈琋）天氣轉冷，頸巾、保
暖衣、羽絨等保暖衣物紛紛
「出動」。有工展會服飾精
品區展商主力售賣防寒衣
物，相信氣溫下降對生意有
幫助，並預期不少市民添衣
準備新春期間外遊，料營業
額較去年升15%。
繆氏成功製衣廠有限公司
參展多年，今年繼續以優惠
價格出席進口防寒衣物，原
價 1,199 元的純鵝毛背心羽
絨售 479 元；GORE-TEX 防
水 外 套 最 平 1,590 元 有 交
易。該公司銷售及市場部經
理梁先生指出，不少貨品售
價僅為市面一半，加上今年
展期與農曆新年距離相近，
相信不少市民會把握機會準
備外遊的衣物，帶動銷情。
不少本地零售商均反映今
年市道表現欠佳，梁先生指

友邦嘉年華開幕 玩遊戲睇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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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商主賣寒衣：：天愈冷生意愈熱

德國寶今年推出多項限量優惠，包括凡購
買價值 1,062 元的蟲草燕窩煲，可獲贈價值
250 元的燕盞禮盒及價值 348 元的保溫燜燒
杯。德國寶副總裁馮建輝表示，是次展場推出
的普遍產品亦享有折扣優惠，贈品亦較多，其
總值幾乎與產品相近，有信心銷情不俗，惟不
少贈品數量有限，他呼籲市民「有買趁手」。
他預期營業額較去年有雙位數增長，料養
生家電的銷情較佳。
南北行今年推出多項優惠，除了「80 元」
鮑參福袋外，首 7 日亦推出「1 蚊」湯包優
惠，限量 30 份。其聯營業務發展經理崔家權
坦言，今年股市樓市有波幅，市民消費較謹
慎，幸好工展會的展期臨近農曆新年，不少市
民會趁機「買定年貨」，對銷情有幫助，故有
信心營業額與去年持平，希望可錄得增幅。

他並提到，今年增設長者優惠，購物滿 200
元即可獲贈白花油一支，「雖然長者以往消費
不是特別多，但希望讓他們開心一下，送予他
們合用的東西。」
安記海味亦採用「多贈品」策略，購買6罐指
定罐頭產品，即送兩盒價值198元的溏心鮑魚及
新春限定、價值228元的「鮑發財禮盒」，另有
福袋、「皇鮑車」等產品組合。安記董事總經
理潘權輝笑言，今次唯一策略是贈品較以往
多，即使利潤輕微接近不計成本，亦希望「以
量取勝」薄利多銷，「最少做旺個場先。」
他坦言，受中美貿易戰、樓價及股市下跌
影響，今年上半年市道表現普通，對公司構成
壓力，門市的營業額亦錄單位數的輕微跌幅。
他表示，由於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等交通基建
開通，估計今年工展會的人流會增加，希望營
業額會有升幅，「5%至10%已經很滿意。」

日期：2018年12月14日-2019年2月17日
（1月11日不對外開放）

地點：中環海濱
成人票價：130港幣入場券包10代幣；50港幣入場券
兒童票價：90港幣入場券包7個代幣；50港幣入場券

資料來源：友邦嘉年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