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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全球撲罩 怕撻訂憂撻Q
港人各施各法最緊要快「未到手都不敢鬆懈」

印尼罩價兩周跌逾六成 來貨增隨時炒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
炎肆虐，口罩及消毒用品如酒精搓手
液、濕紙巾等需求急升，不少藥房及
商戶紛紛抬價發售。近日來貨急增，
巿面所見口罩等防疫用品供應較充
足，價錢亦見回落了不少，一度被瘋
炒的印尼口罩在兩周內價格暴跌六成
四。
港九藥房總商會接受媒體查詢時指
出，不少藥房轉向東南亞地區入貨，

來貨價一度偏高，而口罩近日供應量
已回升，本港亦有口罩廠投產，相信
供應逐漸回穩。

藥房貨架不再空
在荃灣街市街內見間間藥房貨架不再

是空空如也，都放滿大支細支酒精搓手
液、消毒濕紙巾等消毒用品，價錢亦相
若，最小100毫升的酒精搓手液叫價二
三十元；消毒酒精棉則55元有200片；

消毒濕紙巾、酒精都有足夠貨量。不
過，外科口罩貨量仍較少，一款土耳其
口罩一盒100個標價350元，而大部分
藥房都售賣一款韓國口罩，平均每個要
25元。
有街坊說，之前一支酒精搓手液要

賣四五十元，現在也好像便宜了，但
仍沒理由這麼貴。有街坊則說：「口
罩還是貴了一點，你搶我又搶，沒有
辦法。」

有藥房負責人說，貨量多了，但價錢
仍然比農曆新年前貴了兩三成，「供應
商來貨貴了，搞到好似是我們特意抬
價。但現時陸續有補貨，可以不用太擔
心。」

有藥房往東南亞找貨
有藥房則指，以往消毒物品主要由內
地入口，現在貨量減少，他們要到東南
亞找貨品，擴大貨源。

銅鑼灣一帶藥房罩量足
另外，銅鑼灣一帶藥房近日亦見口罩

貨量充足，價格也普遍回落，本月初，
一盒50個口罩平均售價高達500元，但
近日最貴的一款口罩只叫價260元。而
其中一款每盒50個裝印尼口罩，本月
初曾被瘋炒至索價逾490元，至本月中
已減價至不足300元，近日更割價至
180元，兩周內價格暴跌六成四。

「農曆大年初二，我們一家人在
泰國接到香港民政事務局的

電話，對方說希望拜託僑界從東南亞購
買口罩，幫助香港對抗疫情。」香港僑
界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主任余偉傑日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那時自
己打算在泰國過年，還沒意識到疫情的
嚴重性，直到接到這通電話。

余偉傑：面對疫情 只要齊心
當天（年初二），余偉傑隨即聯絡到
在印尼開設口罩製造廠的華人朋友，由
於時值農曆新年，工廠都在放假，朋友
將所有庫存的40萬個口罩，全部預留給
香港民政事務局，假期結束後馬上開始
投產。「我這位朋友真的很好，新生產
的口罩全部以成本價留給香港。」
之後，港僑聯各位僑青都想盡辦法幫
助香港抗疫，知道醫生身處抗疫第一
線，於是聯絡醫院管理局。從醫管局的
朋友了解到，很多一線的醫生需要長時
間工作，所以很多會住在醫院，為了保
障他們的健康，醫生袍、床單、床套都
需要每日更換和消毒，消耗量很大。
余偉傑說：「我們第一時間找供應商
購買醫生袍和床上用品，過年期間大多
不開門，因此我們通過不同的渠道取得
庫存。」經過快速地搜購，第一批醫用
物資已成功捐獻並投入使用。
在進行後續的捐贈過程中，一眾僑青
了解到新的床上用品為達到醫用標準，
使用前需要進行消毒，於是大家提前將
捐贈物資拿到與醫管局對口的洗衣廠進
行清洗，藉此減少醫院的工作。
現時疫情未止，一眾僑青仍在全球努
力搜購物資，當口罩的出口限制越來越
大，故而轉買護目鏡、可洗防護服。余
說：「相信面對疫情，只要齊心，就不
會碰到困難的事。」
面對全球防護物品短缺，想要搶購成
功就必須各出其謀，當中難免出現各種
意外。「曾試過在找到貨源後付了訂
金，想檢查貨源時，突然被告知有另一
買家付了全數貨款，結果只能空手而
歸。」這是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政青）
搶購物資時的一次經歷。

張瑞祺：採購「一切要快」
政青秘書長張瑞祺憶述，早前曾聯繫
印尼最大藥廠的分銷商，並成功訂購了
首批25萬個口罩，「我們交了訂金，廠
家也已出車，沒想到被半路攔截，被叫
高價者買走，賣家撻訂。之後我們再買
貨時，只能找當日取貨的廠家，並提前
在當地找信得過的地方寄存，在墊付資
金後另行安排運送。」

目前多個地區政府都出台了防止防疫物
品大量出境的規定，使不少物流服務被迫
暫停，亦令口罩運送程序更加複雜。張瑞
祺指，自己面對種種隨時出現的突發事
件，難免會時刻緊張，「只要貨物沒拿到
手，我都不敢鬆懈，擔心物資未出貨已被
禁止出口。」
所以在採購工作上除了要保證「一切要

快」，還要做多方準備，比如提前聯繫好
航空公司，若突然無法入境時，便馬上安
排轉飛，經中途站再回港，亦要事先了解
好航運到港的相關規定和安排，甚至會考
慮經水路運送回港。
縱然在搶購物資時需面對各種困難，但

政青對於物資品質的把關卻是毫不鬆懈。
政青主席譚鎮國指，現時全球對口罩需求
巨大，但口罩質量參差不齊，所以購買防
護物資，必須重視貨物質量及保證來源可
靠，即便增加了訂購難度，但是不會降低
標準。
他亦鼓勵企業和機構共同努力，以更多

渠道、方法籌集和捐贈防疫物資給市民；
同時呼籲商家不要囤積居奇、哄抬物價，
當前形勢下，各方應將個人利益和社會公
共安全聯繫起來，拋開偏見，同舟共濟。
目前，政青首批已從國外購得10萬個口
罩，亦接受了一批會員捐贈的口罩和酒精
搓手液等防護物資，優先幫助一些無力採
購口罩的人。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及屬會自1月底開
始，經各種渠道從多國搶購防疫物品，至
今向海南省運送包括口罩、護目鏡、消毒
用品等合共300萬元的緊急物資，但數字
背後同時隱藏了重重困難。

張泰超發動海南社總搜物資
該會會長張泰超憶述，在大年初二已發

動總會人員一同搜集物資，除了因為物資
短缺令採購非常困難外，更大的問題是運
輸方面。他仍記得，當首批從新加坡訂購
的口罩，原定可在5天內送抵海南，誰知
過了時間還未見下落，令他一度懷疑是否
被騙，直到查明原因出在航空管制上，最
終只能無奈等待。

盧少娟：採購運送 與時間競賽
有份負責採購的副會長盧少娟形容採

購及運送物資需要與時間競賽，她透
露，自己從年初三開始，已不斷聯絡海
外朋友尋找口罩供應，但無論是香港、
日本、新加坡、甚至瑞典的朋友都沒有
消息。雖然最終通過同事在新加坡找到
賣家，賣家卻要求即時匯款，當時擔心
若有稍遲，口罩會被其他人買走，於是
自行先為總會墊支，才成功搶到這批10
萬個口罩。

疫情當下，在全球搶購
緊缺物資的情況下，亦不
乏雪中送炭的溫情。為給
容易被遺忘和忽視的弱勢
社群送上免費口罩，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曾言辭
懇切地與澳門老友溝通兩句鐘，懇求他
將原本約定零售給客戶的口罩，成本價
售予自己然後再派給香港基層，以解燃
眉之急。最終，他的熱心獲得成全，口
罩亦已派發予本港有需要的人。
「這批口罩從日本發出先在香港轉

運，再運往目的地澳門，因為是澳門訂
的商用口罩，我說服這位澳門老友先幫
香港解燃眉之急，懇請他少做一單生
意，最終他考慮了一日，這批貨終於船
運到了香港。」

親赴碼頭 連夜接貨
為免差池，施榮懷親自去碼頭連夜接

手這批貨物，希望這批雪中送炭的物資
能萬無一失地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他表示，在國際貿易領域，一般貨品

運輸定下目的地便不會轉變，朋友看到
相關物資送給了基層都感到放心，亦方
便朋友向日本供貨商解釋貨物轉寄其他
地區的原因。
施榮懷將這批口罩送往新生精神康復

會、香港單親家庭協會等機構，希望這
些容易被忽視的基層在特殊時期得到關
懷。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特殊時
期，口罩的數量始終有限，這些康復中
的精神病患者不同於健全者，有時因口
罩儲存欠妥，每日每人要消耗兩三個口
罩，希望這些物資能緩解他們的需要。
連日來，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不

斷在為籌款和捐款忙碌，亦已向香港部
分機構和湖北捐款捐物，以期盡綿薄之
力。他說：「面對病毒，一定要同舟共
濟，希望大家同心協力，快速克服這個
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為增加口罩供應，工聯會以不足3周時間開
設一個口罩工廠，不僅受惠於技術人員出謀劃
策，更有賴工廠核心成員負重前行。在工廠籌
備過程中，有核心員工父親要截肢保命，有員
工的丈夫因癌症離世，但這些熱心人並沒有因
此丟下工作，有的犧牲休息時間，有的在悲
痛中堅強，只希望盡快成功生產口罩幫香
港、幫基層渡過難關。工聯會昨日宣佈自設
的口罩工場已經完成首批成品，現時每月能
產口罩10萬個，3月底更將增至每日10萬
個，預計半年能生產約2,000萬個口罩。

黃國：免費派弱勢社群基層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為保弱勢社群

與基層能安心抗疫，工聯會將把口罩免費
派送予長者、長期病患者、前線保安、清
潔工及基層。

何啟明：家裡遇變仍用心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在口罩工廠的建立過程中遇到不少
困難，其中口罩所需的鐵線和耳繩聯絡十多
個廠家都未有找到穩定貨源。過程中，他好
幾次都產生放棄的念頭，但都頂硬上，大家
始終想出力解決問題、幫助基層，甚至有工
廠核心員工家裡遇到很大變故，都仍堅持用
心做。他還透露，在籌備工廠期間，有兩名
熟悉製衣和工廠設置的核心員工家中都發生
不幸事件，其中一名員工的父親突然生病需
要截肢，該員工掛心父親，但又不忍放下工
作，便犧牲睡眠兩邊兼顧。
另一位員工的丈夫在近日不幸因癌症離世，

但她在送走至親後第二日返回工作崗位。雖然
同事勸她休息幾日，但她仍然忍住心痛堅持，
希望將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完成好。

陳婉嫻：港人齊心就事成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表示，口罩工場
得以在3周內「從無變有」，全賴各界熱心
人與特區政府支持，無論從懲教署工場取
經、經創科局牽線覓得免費廠房、得供應
商提供 10 噸達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
（ASTM）1級要求的原材料，裝修打造無
塵車間、安排兩地物流把設備從汕頭即日
送抵本港廠址、募得大量義工營運生產線
及籌得捐款超過500萬元等，盡現團結抗疫
成效，證明港人齊心就事成。而為使廠房
盡速達至無塵車間衛生標準，工人日以繼
夜趕工，才使工場裝修能在3天內完成。

陳鄧源：對質素非常有信心
工聯會副理事長陳鄧源透露，目前已把

首批口罩送往檢測，對質素非常有信心，
在確保質素後會盡快安排派送予有需要的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黃書蘭

最近社會瘋搶抗疫物資，但在民建
聯的防疫工作中更讓人感受到了
「讓」的精神。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
國鈞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有義工
經手處理數千個口罩，但自己卻是口
罩「貧窮戶」，家中口罩幾乎清零，
但亦不曾開口，只想口罩落到更有需
要的人手上。他坦言，自己着實被這
種無私、誠實感動。
張國鈞說，在落手落腳幫民建聯派

口罩的義工中，其中一位義工幫手分
裝、派發口罩，將每人5個口罩紛紛
穩妥交到有需要街坊手中。偶然間，
張國鈞詢問她自己有沒有口罩，她才
略帶尷尬表示自己家中實際上只剩下
兩個口罩。

張國鈞：義工從不主動求罩

他感歎，經手幾千個口罩，都不
會放一個在自己的袋中，亦不主動
要求，只是盡忠職守的把最後一包
都派給街坊，「完全見到他們無私
的精神、誠信，讓人覺得難能可
貴。」
張國鈞續說，也有許多其他的團體

和個人信任民建聯，因此捐贈採購來
的物資。他透露，近日有位許久未見
的律師朋友見到民建聯在街頭很快派
完口罩，於是主動將自己在世界各地
買回來的口罩捐到民建聯，希望能幫
到基層；有內地廠家將節後復工後的
第一批消毒搓手液以較市面便宜很多
的團購價給民建聯，供街坊購買，希
望令基層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農曆新春之際，一場突如其來
的新冠肺炎疫症，令香港籠罩在
一片愁雲慘霧中。疫情肆虐下，更掀起了一股口罩和防疫物資的搶購風潮，城中出現了「一罩難求」、「四處撲罩」的窘況。不過，港人向來懂得變通，紛紛向海外搜購口罩，但面對全球防護物品短缺，想要在海外搶購成功，打通人脈關係、擴大採購渠道必不可少。雖然大家各出其謀，但難免會有意外：「試過交付訂金後，仍被叫高價者買走」；「有時跑贏了採購，卻跑輸了付運，只能呆等。」因此只要貨物還沒到手，就一刻都不敢鬆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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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義工盡忠職守，把最後一包口罩都派給街坊。 民建聯fb圖片

父截肢夫病逝 忍痛專心建罩廠

■工聯會口罩工場首批成品面世。左起：陳鄧源、黃國、陳婉嫻戴上製成品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一眾熱心人加班加點希望生產出合
格的口罩，以幫助基層。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