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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平價吸引逆市旺丁 展商料生意不跌反升
■市民蜂擁
市民蜂擁「
「搶閘
搶閘」，
」，搶購抵買福
搶購抵買福
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伯伯：：攞福袋
排通頂染感冒

■無懼市道欠佳
無懼市道欠佳，
，工展人山人海
工展人山人海，
，市民
瘋搶平貨。
瘋搶平貨
。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會今年推出多項限量優惠，以慶祝工展會 80 周年。有長者在寒冷
天氣下於戶外不眠不休排隊，為求以 80 元搶得價值 8,000 元的福
袋，最終更因而染上感冒，但仍認為「有價值」。有參展商指香
港今年經濟增長雖然有放緩跡象，但正因市道欠佳反令工展會此
等薄利多銷的「平價展銷場」更為吸引，且港人於節日期間消費
較「疏爽」，預料今年的生意不跌反升。

第

「拿東西一定要有付出」
吳伯伯雖然最終成功搶得福袋，但
卻因而生病，惟他仍覺得十分興奮，
「晚上風大，又沒有睡覺，所以感冒
了，但要拿東西一定要有付出。」他指
搶得福袋後第一樣要做的是先回家好好
休息。
除福袋外，冷氣機、飲水機及「鮑
參福袋」等其他 80 元優惠產品同樣吸
引大批市民通宵排隊購買，大會一早在
門外架好「鐵馬」，將打算搶購不同優
惠產品的市民分隔。陳先生指自己於前

林太豪掃港食品送小朋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啟程前往
北京述職前亦有到工展會，與外交
北京述職前亦有到工展會，
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及中聯辦副主任
楊建平等人一同主持活動開幕禮，
楊建平等人一同主持活動開幕禮
，
她之後並留在會場內花費了約
2,500 元 購 買 一 批 本 地 生 產 的 食
品。
工展會昨日開幕，
工展會昨日開幕
，林鄭月娥主持
完開幕禮後於場內逛了約半小時，
完開幕禮後於場內逛了約半小時
，
並 花 費 了 2,579 元 購 買 了 一 批 零
食、臘腸
臘腸、
、蝦子麵及椎茸等本地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一年一度的工展會昨日開鑼，大

五十三屆工展會由昨日起至下月
7 日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入場
費今年雖加價2元至12元，但無阻市民
入場「掃貨」的心情。市民一早已經計
劃好購物路線，提早到場排隊，在工展
會正式開始時立即奔往心儀攤位搶購優
惠貨品。
今年是工展會 80 周年，主辦活動的
廠商會及多間參展商昨日亦特別提供
80 元優惠作慶祝活動。現年 72 歲的吳
伯伯更於前日便與太太一同到場排隊，
最終成功搶得兩個分別價值 8,000 元的
80 元福袋，福袋內的產品包括電水
壺、護膚品及保健品等。

■林鄭月娥與謝鋒及楊建平等一同主持
活動開幕禮。
活動開幕禮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天早上已經到場，原本想買價值 8,000
元的福袋，但當時福袋已經截龍，只好
改為購買冷氣機。

內地客辦年貨 晚乘高鐵回家
工展會內其他商戶亦紛紛以優惠價
促銷，入場人士即使未能搶得限量優惠
產品，一樣有機會「掃平貨」，吸引不
少市民以至旅客特地入場辦年貨，有內
地旅客更指行完工展會後晚上便會乘高
鐵返回內地。
「鴻星集團」銷售及市務副經理譚
輝明表示，今年的經濟環境雖然不算理
想，但指過往經驗顯示市民在經濟較差
的時期一般更傾向在工展會等展銷場合
消費，對今年的生意仍感樂觀，期望生
意額可有5%至10%增長。
「安記海味」董事總經理潘權輝亦
表示，香港市民在節日期間消費力強
勁，受經濟情況影響的程度較細，「我
們今年最初的預算的確較為保守，但天
公作美對生意有很大幫助，公司的攤位
在工展會開始首個小時一直逼滿顧客，
我們要一直補貨。」他表示，公司今年
的推銷策略是薄利多銷，並指今年在工
展會購物不單比門市便宜，更比去年工
展會便宜。

牌生產的食品。她指部分食品稍後
牌生產的食品。
會送給小朋友吃。
會送給小朋友吃
。
主辦工展會的中華廠商會會長吳
宏斌透露，
宏斌透露
，林鄭月娥有向他們了解
會場的交通接駁問題，
會場的交通接駁問題
，他指工展會
今年除了有安排接駁巴士來往皇崗
和羅湖關口外，
和羅湖關口外
，亦有安排接駁巴士
來往約兩個月前才開通的港珠澳大
橋。他強調
他強調，
，廠商會對今年工展會
的入場人數和銷售額充滿信心。
的入場人數和銷售額充滿信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林鄭月娥與
謝鋒展示「戰
利品」。
利品
」。
香港文匯報記
者梁祖彝 攝

街坊備銀彈 入場掃平貨

抵

關太太：冬天拍拖地點
工展會是我和丈夫每年冬天
必到的拍拖地點，今年其實一度
因為入場費加價而卻步，但最終
仍決定入場，因為工展會算是香
港最大規模的購物活動，場內的
貨品售價一般亦較為便宜，我們亦花了數百元購買
一些食品和一批床上用品。

陳女士：買得多愈便宜

&

自備餐具多優惠
商戶盼推廣環保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減廢，今年的工
展會亦有商戶響應，部分小食檔會為自
備餐具的客人提供優惠，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中午在現場觀察所見，卻未見
有人自備餐具。有提供相關優惠的商戶
估計不少入場市民仍未清楚有相關優
惠，期望未來幾日會有更多客人支持環
保自備餐具。
工展會部分攤位今年設有自備餐具
購物優惠。其中一個參展商便讓自備餐
具者，可以 89 元優惠價享用原價 99 元
的日本汁煮南非鮑魚；亦有小食檔會向
相關顧客額外贈送食物及飲品。
不過，記者昨日午飯時間在工展會
的「美食廣場」內視察，卻未見有市民
自備餐具。光顧了其中一間有提供自備
餐具優惠的陳太太解釋，事前並不知道
今年有商戶提供相關優惠，「我平日買
外賣時都不會要餐廳提供的即棄餐具，
如果事前知道有此優惠，我一定會帶餐
具來。」

工展會$1 優惠（部分）
公司

產品

價格

日供

優惠期：即日起至12月21日
多創有限公司

Aryca時款泳鏡

$79

50

生機無限有限公司

綠養坊藍莓杞子護眼專方（5粒裝） $49

20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 南北行滋潤養生湯包：
雪耳椰片清潤湯（80克）
公司
綠樹萬豐有限公司

綠樹牌冰乾士多啤梨（20克）

冠珍興記醬園有限公司 冠珍醬園生曬頭抽（250毫升）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瑞茲米糠油（250毫升）

■ 有商戶響應環保
有商戶響應環保，
， 提供自備餐具優
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優惠期：12月22日至28日

有提供優惠的「嘉嘉餐廳」負責人
表示，整個早上可能只得一至兩名顧客
有自備餐具，她估計不少入場人士均未
知道支持環保可以節省金錢，預料稍後
有更多人知道相關優惠後，會自備餐具
行工展會。
不過，若然要靠優惠才能喚起市民
的「環保意識」，政府仍須加把勁灌輸
相關公民教育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陳珈琋

優惠期：12月29日至1月7日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瑞茲米糠油（250毫升）

$38

30

$18

20

$17

20

$13.9

48

$13.9

48

特地約朋友一同來行工展會，
因為工展會的貨物愈買得多便愈
便宜，多些人同行更可夾份買，
預 算 會 花 費 2,000 元 至 3,000
元，暫時買了些龜苓膏、海帶等
食物，之後會繼續行，看到有需要的就會購買。

郭先生：行工展是習慣
行工展會是一種習慣，我過往
可能一年行兩次，近年在其他地
方購物變得方便，因此減少了入
場次數，但每年也一定有來，因
為媽媽喜歡來這裡「掃平貨」，
所以我也會來幫她拿東西，今年
可能會花費約1,000元。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橙味薑糖（125克）

$18.9

20

黃太：買零食給小朋友

溢興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泰勒加洲西梅乾（50毫升）

$10

54

行工展會等於行年宵，是每年
12月必備的節目，我一般會在工
展會花費約 1,000 元，主要是買
一些零食給小朋友，但有時候如
果碰見有合適的家庭用品，亦不
會吝嗇，節日期間花費較多亦很正常。

優惠期：即日起至1月7日
杏美行

Life Enhance補骨肽（14片裝）

$108

30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A&D電子體溫計

$59.9

20

新亞薑糖（香港）有限公司

新亞牌芒果味薑糖（125克）

$18.9

20

資料來源：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