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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當前，在港上市的

內地公司，不少調整了生產線或經

營範圍，投身生產防疫重點物資，

助力打贏「戰疫」 。恒安國際

（1044）日前宣佈正式出產醫用口

罩，新開闢的5條口罩生產線，產

能全開可日產醫用口罩50萬片。中

國利郎（1234）也火速由生產男裝

轉產生產防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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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企急闢產能助「戰疫」利郎火速轉產防護服

恒安新開5生產線 日產50萬口罩

恒安集團總裁助理兼品牌公關部
總經理陳發沛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原訂的內地口罩生產設備無
法按時到位，恒安副總裁許清池本
月5日先後緊急赴海外採購了一批口
罩生產設備，14日夜間設備到位後
即連夜展開設備調試，並騰出10萬
級專業無塵車間準備生產。2月 4
日，恒安國際已啟動防護服生產，
目前日均產能達到1,000件。

連夜測試設備投入生產
中國利郎（01234）也與福建相關
企業迅速組建了防護服生產團隊，火
速從男裝轉產生產防護服，短短三日
時間，完成從設備安裝到量產交付首

批防護物資。利郎總裁辦主任林金泰
介紹，食品企業久久王騰出一個十萬
級淨化無菌車間供利郎使用，利郎迅
速引進全新專用設備35台連夜組裝，
安排裁床、排版、試樣、試產，並召
集35位精幹車工到崗，6日實現合格
的防護服流水量產。林金泰亦向記者
坦言，利郎此前並未有防護服生產經
驗，目前只全身心投入防護服生產，
公司未有其他復工考慮。
此前已有包括滿地科技（1400）
在內的多家香港上市內企宣佈將製
造口罩。
據了解，口罩、防護服等戰略物質
目前由政府統一收儲調配供應，恒安
方面未透露目前每片口罩價格，惟表

示今次開闢口罩生產，設備、運輸、
原料等方面均額外付出諸多成本，總
體投入至少是平常時期一倍以上。陳
發沛稱，今次新增口罩產能，是為支
持國家防疫需要，完全獨立於既有生
產業務，亦不影響既有業務生產。目
前，集團除湖北孝感工廠復工時間未
定外，其他工廠都已在復工中。

擬日後常態化供應口罩
除今次到位的海外生產設備外，

恒安此前預訂的內地口罩生產設
備，將有望近期陸續抵達，屆時口
罩產能將進一步增加。事實上，這
不是恒安首次生產口罩，2003年非
典期間，恒安即響應需求，以最快

速度開啟口罩生產。陳發沛亦強
調，待疫情過後，恒安將進行常態
化口罩生產以供應市場。
恒安集團總裁許連捷亦表態，將

繼續發揮優勢，整合資源，持續保
障防疫物資的生產和供給，以配合
國家公共衛生建設需求。
據悉，恒安已累計捐贈物資和現

金1,100餘萬元（人民幣，下同），
消毒濕巾、消毒洗手液、成人紙尿
褲、女性經期褲、生活用紙等產品
快速送抵防疫一線。同時，恒安盡
力克服人工短缺、物流不暢等問
題，最大力度保證防疫物資生產供
應。利郎亦在此前捐贈300萬元定向
慰藉此次新冠肺炎逝者親屬。

中石化油站推「一鍵到車」賣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朱燁
北京報道）「親愛的顧客，您的訂單已

打包完成，將由店員為您配送到車。」
為全力配合首都疫情防控需要，中國石
化旗下北京石油近日推出「一鍵到車」
業務，車主可在加油的同時享受易捷商
品配送到車的服務，做到加油不下車、
開票不進店、購物不接觸。
隨着疫情形勢不斷升級，北京石油

積極拓展「一鍵到車」服務內容，在
確保加油現場安全衛生、油品供應充
足的同時，主動與北京主要蔬菜供應

企業取得聯繫，利用加油站網點多、
供應渠道快捷的便利，推出了「安心
買菜」業務，為北京市民提供安全衛
生快捷便利優惠的新鮮蔬菜。

實現「購物不接觸」
「顧客下單後，我們員工的手持

POS機就會有顯示，員工根據訂單
信息，直接將商品配送到顧客的後
備箱中。」北京石油某加油站員工

表示，一份蔬菜禮包組合大概 14
斤，有西紅柿、豆角、胡蘿蔔、西
蘭花等10多種蔬菜和10隻雞蛋，可
滿足三口之家三天左右的需求。
據了解，加油站每天的蔬菜銷售量

在600箱左右。為了確保蔬菜品質安
全，北京石油所有菜品都是從小湯
山、首農農場等專業蔬菜生產基地採
摘下來的，經過質量、新鮮度等一系
列篩查後再統一裝箱配送到加油站。

■加油員把蔬菜禮包放進後備箱。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珠江船務（0560）公告，
決定為廣東援鄂醫療隊隊員免費提
供終身使用的粵港跨境水上客運航
線乘船證，憑借此證，參與援鄂的
醫護人員可不限次前往位於適用航
線相關的各珠三角港口、香港中國
客運碼頭、香港機場E2區現場售

票處免費領取往返頭等艙船票。記
者了解到，截至2月16日，廣東已
向湖北派出超過 2,000 名醫務人
員，在全國居於前列。這也意味
着，至少有2,000名醫護人員將可
終身免費搭乘水上交通工具往返香
港。
記者從實施細則中看到，免費乘

船使用航線包括珠三角各港口往返
香港市區，以及各港口往返香港機
場。其中，前往香港市區的港口包
括廣州南沙、廣州番禺、中山、佛
山順德、佛山高明、江門、江門鶴
山、珠海斗門8大客運碼頭。前往香
港機場則涵蓋廣州南沙、番禺、中
山、深圳機場碼頭。

珠船：援鄂醫謢跨境搭船終身免費

■珠江船務決定為廣東援鄂醫療隊
隊員免費提供終身使用的粵港跨境
水上客運航線乘船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各行各業，深圳的房產銷售成為重災區。不過，深港合資公司
深圳市實景科技首席營銷官、港人郭文宗告訴記者，近一個月
以來，其VR看房受到許多房地產開發商的青睞，其業務增長
了兩成。
郭文宗表示，由於疫情嚴峻，深圳市許多小區實行封閉式

管理嚴禁人員進出，導致房地產項目的實景看房沒有人流，
但網上看房卻挺紅火的。該公司研發VR實景相機和相關軟
件，可讓人們安坐家中就能實景了解房產、酒樓、商場等業
務，因此受到許多開發商等青睞，近一個月以來其業務增長
了兩成。
據他介紹，有房地產公司使用其VR相機拍攝自動化系統流

程，顧客只需要瀏覽公司網站或App就可以體驗VR實景看
房，足不出戶亦能瀏覽房地產信息，為開市之後作好準備，甚
至有些客戶透過VR看完之後直接購房。

商戶勢增在線投資
郭文宗稱，這次疫情亦令很多實體商戶明白在線的重要性，
亦會加大對在線的投資和部署，這樣會給公司未來帶來更多機
遇和市場份額。他透露，目前已接到很多房地產公司的合作要
求，隨着未來5G覆蓋全國，其VR業務將可以拓展全國更廣
闊的市場。

深圳VR看房業務升兩成

■郭文宗稱網
上看房成為熱
點，其VR相
關技術備受青
睞。 記者

李昌鴻 攝

■恒大預計為期兩周的促銷可售出10萬套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為應對疫情
的影響，地產開發商恒大集團（3333）從 2月
13 日率先全面實施網上銷售。集團昨天表
示，三天時間共有 47,500 套房屋被認購，通
過定金擔保合同銷售承諾的總價值達到約580
億元（人民幣，下同）。恒大稱，2月 18 日
至 29日期間，對全國在售樓盤住宅將給出7.5
折優惠。

網上賣樓3天套580億
據悉，買家是透過集團賣樓手機應用程式「恒

房通」購房。恒大副總裁劉雪飛在昨天的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近期推出的優惠是恒大史上最大，
旗下全國逾600多個樓盤均錄認購，當中最高一個
樓盤認購870套，剛過去的3天集團售出4.75萬套
房，銷售額580億元。預計為期兩周的促銷可售出
10萬套房。以約70%的轉化率計算，代表成交將
達7萬套，實現600億元的銷售額。
恒大上周四公佈，客戶只需在2月29日前，於

「恒房通」平台線上繳納5,000元訂金，並簽署
《商品房網上認購書》，即可進行預定，並承諾
買家會以最低價購入物業。提供優惠包括推薦朋
友買房賺佣金、推薦集團旗下「恒房通」小程式
的獎勵等，集團指若上述銷售有一半屬推薦購買
的，將發放高達3億元佣金及3.5億元獎勵予網
上認購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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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在廣州市疫情存續期間暖企
系列發佈會上，廣州市地方金融監
管局副局長聶林坤表示，截至2月14
日，廣州地區銀行機構已完成審批
流程貸款餘額超65億元（人民幣，
下同），已實際發放貸款餘額超18.1
億元，已申報疫情防控相關企業700

多家，申報融資需求60多億元；並
指導廣州銀行迅速為該市疫情相關
企業辦理此項業務，其中已完成審
批流程的貸款金額20.21億元，已實
際發放到賬的貸款5.17億元。
在穗各金融機構也及時出台抗擊疫

情金融服務措施。建設銀行廣州分行
副行長王勇介紹，建行廣州分行今年

共為6,000家企業發放貸款超過50億
元，1月23日打響疫情阻擊戰後，已
累計向590家企業投放貸款4.5億元。

提升融資貸款效率
作為疫情防控相關企業的廣東康爾

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兵表示，廣
州已派駐發改委、工信委等機構負責人

到企業駐點，幫助提高企業出口退稅、
融資貸款效率。「最明顯的就是出口退
稅辦理時間由原來的7至15天縮減為現
在的3天內。」企業貸款利息也從此前
的5%降到1.5%，為企業特殊時期的資
金運轉起到很大幫助。
王兵透露，公司從大年初一開始

復工，購置了大批生產設備和原材
料，目前已達到日產無菌防護服千
餘件。公司還將進一步擴大生產
能，爭取近期日產量達2,000件。

穗疫防企業融資需求逾60億

市場監管總局10政策支持復工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市場監管
總局等周六聯合下發通知，提出建立
行政許可應急綠色通道，對生產企業
轉產生產口罩、防護服等應急物資
的，簡化生產資質審批程序，對疫情
防控所需藥品的註冊申請，在確保安
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礎上，加快審評審
批等10條措施，支持復工復產。

加快企業轉產審批時限
該份和國家藥監局及國家知識產權
局共同下發的通知稱，對凡涉及生產
許可證、強制性認證的復產轉產企業

產品快捷辦理，壓縮審批時限；對具
備生產條件但因辦理耗時長、暫不能
提交相應材料的企業實行告知承諾
制，由企業承諾在相應時限內補充提
交相關材料後當場給予辦結。
企業轉產生產口罩、防護服等應急

物資的，對符合許可條件的企業現場
確認後，立即辦理產品註冊和發給生
產許可證；對於轉產生產醫療器械的
企業，實行應急審批，依法辦理醫療
器械註冊證和生產許可證。
對疫情防控所需的藥品，各省級藥

品監管部門要指導企業合理安排生

產，充分釋放產能，全力保障臨床供
應；對醫用口罩、防護服等醫療器械
產品註冊、生產許可和檢驗檢測等實
施特別措施，合併審批流程。

財政部研減稅降費措施
另外，國家財政部部長劉昆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在給企業生產帶
來困難、造成財政增收壓力的同時，
還必須加大財政支出，加強疫情防控
經費保障，繼續研究出台階段性、有
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措施，緩解企業經
營困難，這進一步要求積極的財政政

策大力提質增效。
劉昆在《求是》雜誌撰文稱，當前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應對經濟下
行壓力，關鍵是把更大規模減稅降費
落實到位，讓企業輕裝上陣。他舉
例，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物資生產企
業為擴大產能新購置的相關設備，允
許一次性計入當期成本費用在企業所
得稅稅前扣除；對納稅人運輸疫情防
控重點保障物資取得的收入，提供公
共交通運輸服務、生活服務以及為居
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資快遞收派服務取
得的收入，免徵增值稅。

▲圖為中國利郎的防護服生產車間。 受訪者供圖

◀恒安國際開啟口罩生產線，滿荷運轉可日產50萬片。 蔣煌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