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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抗疫過程中，已用口罩的回

收一直是備受公眾關心的問題。深

圳企業耀藍科技昨日發佈一款口罩

自動投放和回收的智能化設備。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體驗了解到，這套設

備可以自動回收廢棄口罩，並進行初次消毒；杜絕口罩亂扔造成的污染以

及二次售賣問題。該設備已在深圳灣口岸、深圳機場投放，即將進入醫

院、學校、辦公園區和交通樞紐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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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確保打贏疫情防控
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確保實
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
堅目標任務。」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表
重要講話，再次強調確保實現疫情防控
和經濟發展「雙勝利」的目標任務。央
視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的
重要講話是指導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
發展態勢的科學判斷，充分彰顯了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各級領導幹部要
堅定信心、再接再厲，在「兩手抓」中
努力奮力奪取「雙勝利」。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文章指出，堅持「兩手抓」，奪取

「雙勝利」，要做好統籌工作，突出重
點，把握着力點。在疫情防控工作上，
堅持以「防」為主，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對輸入性風險，要通過「口岸篩
查、定點隔離、醫療救治」三個環節築
牢境外輸入「防火牆」；對內要繼續公
開透明發佈信息，在疫情「清零」進程
中堅決杜絕瞞報漏報。在做好疫情防控
各項工作基礎上，要落實分區分級防
控，精準有序推進復工復產，打通「堵
點」，補上「斷點」，扎實協同推進復
工達產、春耕生產、脫貧攻堅、「六
穩」等各項工作。
面對疫情衝擊，我們要用全面、辯

證、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準確把握當前
複雜的經濟形勢。要把握經濟發展全
局。前兩個月國內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達到11.5萬億元人民幣，供求關係保持
總體平衡，我國超大經濟體的規模優勢
和強大的經濟發展韌性沒有變。要把握
危中之機。疫情出現以來，以直播零
售、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一批新業態、
新模式和新產品逆勢成長，在線教育、
遠程辦公等新興服務需求快速擴張，我
們要抓住時機不斷激發經濟內生新動
力。要把握大勢謀劃長遠。我國經濟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內在向上的趨勢沒有
改變，要提前佈局疫情後的產業發展，
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將短期壓力轉
化為長期升級的動力，開拓高質量發展
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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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 深圳報道）
隨着深圳企業復工復產高潮到來，深圳口
罩的使用量和生產量都達到高峰。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地區口罩產能
已達到1,027.221萬個，突破千萬。口罩
不再「一罩難求」，在街邊藥店都可以平
價買到各種口罩。在淘寶、拼多多等電商
渠道，已有大量單價2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的口罩上市，可隨時購買。
目前，深圳市在產的18家口罩企業生
產線超過260條，其中比亞迪、穩健、

寶能、富士康、長盈、深中海、三諾、
思科興等重點企業日產量合計超過970
萬個，佔總產量的九成以上。3月 15
日，比亞迪與華潤萬家、國大藥房企業
在深圳簽署了合作協議，3月16日至31
日，向這些企業藥店供應一次性醫用口
罩共1,500萬個，並將單個口罩的價格控
制在不超過2.5元的範圍內。

庫存雖緊張 下單仍順利
在叮噹快藥App可以看到，首頁鏈接

即有每日10萬個口罩投放，每個賬戶每
日限購10個，售價25元。雖然顯示庫存
緊張，但仍可順利下單。目前，直供叮
噹快藥的比亞迪口罩已經上線發售，每
個售價2.5元。
除比亞迪口罩外，叮噹快藥還通過全

球供應鏈積極備貨，3月16日至3月31
日期間，每天將有10萬個平價醫用口罩
限量銷售。隨着口罩產能恢復，內地疫
情逐步穩定，深圳企業復工復產率逐漸
提高，目前已達到97%。

日產量過千萬 口罩一個2.5元

在深圳南山區一處辦公園區，香港文匯報
記者現場體驗了這款自助售賣和回收的

系統。這兩個終端都通過掃描二維碼開啟。
打開微信小程序，搜索深圳耀藍科技有限公
司，點擊購買數量後付款，自助售賣機即可
彈出口罩。口罩自助回收功能也在同一個小
程序裡面。選擇投遞選項後掃碼。為鼓勵普
通市民進行口罩回收，投遞完成之後，口罩
自助回收箱可生成一個優惠券，市民可用於
下次購買口罩。

售賣機可載五千口罩
這套設備由深圳耀藍科技研發。公司從開
始部署機器研發到最終產品下線近一個月。
自助售賣機內口罩產品為公司與供應商聯合
製造，10個一包，售價與普通門店相同。每
台可容納口罩5,000個。機器可通過網絡自
動將售賣情況數據上傳至雲平台。當售賣機
內口罩少於1000個時，後台系統將通知運維
團隊進行維護。
口罩的自助回收功能是這套系統最重要的

環節。耀藍科技總經理葉惠琳介紹，口罩自
助回收箱一般放置在小區或者公共場所的垃
圾分類區域，避免口罩造成環境污染；口罩
回收機內有GPS定位功能，用戶可以通過小

程序搜索附近的回收機；回收機內置臭氧和
消毒液雙重殺毒功能，可以對口罩進行初次
消毒。隨後，深圳城管部門將對廢棄口罩進
行定期回收。

內置粉碎功能研發中
為避免廢棄口罩二次售賣，每個公司自

產的口罩都擁有一個二維碼。後台可追溯
口罩的使用軌跡，回收後設備可自動識
別。但對於其他公司生產的口罩目前自助
售賣機尚無法識別是否使用過。「由於口
罩自助回收機是公司初次研發的產品，功
能尚未完善。」葉惠琳透露，團隊正在着
手研發機器內置粉碎功能。屆時，市民可
以完全不必擔心口罩機回收的廢棄口罩再
次流入市場。

計劃出口海外市場
目前設備產量為一個月400台，主要由政

府部門購置，放在深圳各個公共場所。深圳
灣口岸、深圳機場、南山科技園等地已有放
置。深圳大中小學即將開學，屆時設備也將
進入學校、醫院、公交樞紐、辦公樓和住宅
小區。設備出口資質目前正在申請中，獲批
後將出口至香港和國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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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後疫情時期，作為內地服裝第一大
省的廣東，服裝行業在努力自救。在昨
日舉行的廣東省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
服裝服飾行業協會會長卜曉強表示，服
裝產業是廣東省第九大支柱產業之一，
服裝產量佔全國四分一。他坦言，分析
顯示疫情對行業的衝擊可能持續到8月
份，企業流動資金及費用壓力非常大。
據調研，廣東近300家受訪企業中，有
70%服裝企業認為，擴大產品銷售是眼

前最關注、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服裝產品季節性特點顯著，由於

2019 年暖冬已造成冬季服裝庫存增
大。」卜曉強說道。雪上加霜的是，因
疫情延遲開市，使得大批服裝企業錯過
了春裝銷售旺季，延遲復工復產將繼續
影響夏季銷售。服裝產業在加快復工復
產的腳步。

與電商合作自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州白馬服

裝市場等也在3月初啟市，廣州中大紡
織商圈本月中恢復開市。卜曉強說，截
至目前，廣東省重點紡織服裝專業市場
開市商舖數已超過六成，但採購商客流
下降、商品流通不暢、流動資金緊張等
一系列問題仍然困擾市場復甦。
針對七成服裝企業最急需解決的擴大

產品銷售問題，卜曉強說，廣東倡議發
起了「廣東服裝一起尚」活動，幫助企
業線上促消費。他表示，活動搭建了
「閱貨」線上促消費平台，包括京東、
天貓海外、1688等在內的15家線上平
台，以及全省各地41家紡織服裝商協
會、10家紡織服裝專業市場都參與其
中。目前「閱貨」已上線超過300個廣
東代表性服裝品牌，未來還會推出2.0
版本。「2.0版本將推鏈接服裝專業市
場商戶和全省服裝產業集群廠家、外貿
基地出口企業等，提升廣東服裝整體品
牌影響力。」

轉產防疫品助全球
卜曉強介紹，協會還帶領行業參與戰

「疫」。在疫情爆發初期，就用36個
小時快速協調完成防護服生產車間組建
任務，快速上馬了口罩機、防護服等生
產線。「目前有近40家服裝企業實現

轉產，基本都已申請CE、FDA等認
證。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做好支援全
球疫情防控的準備。」

粵減經營成本送暖
廣東除了是服裝行業大省外，同時也

是個體工商戶大省。「個體工商戶是市
場主體中最小的分子，但是市場主體最
大的體量。」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局
長麥教猛在會上透露，廣東全省有超過
1,274.7萬戶市場主體，其中個體工商戶
就達到716萬戶，佔比達56%。他說，
廣東從四方面制定了23條措施解決個
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困難，當中包括減
免場地租金、減輕稅收負擔、減免社保
費用、減免醫保費用、減免服務收費、
降低水電氣價格等。
「儘管受疫情影響較大，個體工商戶

復工復產情況出現可喜的變化。」麥教
猛說，根據個體勞動協會樣本統計，保
障日常生活供給的農貿、食品用品等行
業的復工率比較高，均超過了97%。過
去5周內，廣東每周登記的個體工商戶
呈上升趨勢。「尤其是第五周，跟第一
周相比增長了250%，顯示個體經營者
復工復產的願望強烈，也顯示行業在復
甦、信心在提振。」

鄂應屆畢業生獲一次性就業補貼

粵服裝業庫存增 七成企急需擴銷售

■■服裝行業正面臨採購商客流下降服裝行業正面臨採購商客流下降、、流流
動資金緊張等問題動資金緊張等問題。。廣州白馬服裝市場廣州白馬服裝市場
人流疏落人流疏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
（下稱《意見》）日前發佈。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昨日在國新辦
發佈會上解讀相關政策時表示，現行各
項政策要向湖北地區傾斜，對湖北高校
及湖北籍2020屆畢業生給予一次性求職
創業補貼。要堅決糾正針對疫情嚴重地

區勞動者的就業歧視，維護就業公平。
游鈞介紹，針對湖北等疫情嚴重地

區，《意見》要求要加大就業支持和資
金、政策、項目傾斜。他說，今年的
「三支一扶」等高校畢業生基層服務項
目將向湖北傾斜，湖北各級事業單位的
空缺崗位今明兩年可專項招聘湖北高校
及湖北籍的高校畢業生。要堅決糾正針
對疫情嚴重地區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服

務機構和用人單位不得發佈拒絕招錄疫
情嚴重地區勞動者的招聘信息，不得以
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為由拒絕招用相關人
員，對疫情導致暫不能返崗提供正常勞
動的不得解除勞動合同或退回勞務派遣
用工。
針對目前部分企業資金壓力大、生產

經營困難增加等情況，游鈞指出，《意
見》明確了不少支持企業的新舉措，為

企業「供氧」、「輸血」，全力穩住就
業。他說，對那些不裁員或少裁員的中
小微企業，返還標準由原來的企業及其
職工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50%，提
高到最高達100%，對湖北可以放寬到
所有的企業。截至目前，今年已有146
萬戶企業享受失業保險穩崗返還，金額
達222億元人民幣，共惠及4,951萬職
工，受益企業戶數已超去年全年。

優惠券鼓勵回收 日後買罩有折扣

■■深圳市民正使用口罩自助回收深圳市民正使用口罩自助回收
機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