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期消費券溫馨提示
期數 ○金額 ○派發時間

第1期○2,000元○2021年8月1日
或9月1日

第2期○2,000元○2021年10月1日或11月1日

第3期○1,000元○2021年12月16日或2022年4月1日

期數○金額○派發時間

第1期○2,000元○2021
年8月1日或9月1日

第2期○3,000元○2021
年10月1日或11月1日

派發詳情

使用期限

領取方法

於第一期消費券發放起計7個月內，累積消費4,000元，
方可領取第三期1,000元消費券，其後不設使用限期

需在2022年1月1日或2022年2月1
日前使用

於公共交通補貼領取站、7-Eleven、OK便利店、惠康
超級市場、八達通服務站或經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領取

經手機應用程式自動存入賬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陳女士：我主要把

第一期消費
券 用 在 生
活上，包
括添置日常

用品和吃飯，但如
果看到一些產品加價則
不會購買。新一期的消
費券應該也會當做額外
家用，用來買一些生活
用品。

羅女士：之前的消費券都
用在購買生活用品
上，尤其是買零
食和調味料，因為

我喜歡吃，而且我
每晚都需要用醋洗刷身
體，有時候亦會用來食
用，但通常都幫襯一些提
供特價優惠的商店，新一
期的消費券我亦打算用來
購買生活用品，當做是政
府派的「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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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才瑛

廠商會終極抽獎
頭獎攞100萬元簽賬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為鼓勵市民

盡快接種新冠疫苗，社會各界推出疫苗抽獎
活動，近日有關活動陸續公布獎項花落誰
家，其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推出的「有
種．有賞」疫苗獎賞計劃，上月首輪抽獎抽
出一名頭獎得主，獨得港幣100萬元信用卡
免找數簽賬額。這位幸運兒向廠商會表示，
當初打針是為保護自己及家人朋友，沒料到
竟中獎，並呼籲各界及早打針讓各行各業走
出疫境。
廠商會的「有種．有賞」疫苗獎賞計劃由

今年6月正式啟動，共籌集總值近800萬元
的禮品，當中620萬元禮品分兩輪進行抽
獎。上月的首輪抽獎，抽出一名幸運兒獨得
100萬元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昨日的終極
大抽獎亦抽出逾1,300份獎品的得主，獎品
包括5份價值10萬元至100萬元不等的免找
數簽賬額，以及價值39萬元的電氣化七人
車。
大會邀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擔任終

極大抽獎的主禮嘉賓，並向首輪抽獎活動獨得
100萬元信用卡免找數簽賬額的頭獎幸運兒楊

先生頒獎，他從事電訊行業，早於今年5月完
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他說：「當初決定接種
疫苗是為保護自己及身邊家人朋友，希望接種
疫苗可以令我哋嘅生活能早日回復正常，並幫
助各行各業走出困境。」

史立德：「與疫共存」唯全民接種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雖然香港疫情持

續穩定，但海外疫情仍未受控，加上變種病
毒的威脅，目前香港接種率不足七成，未能
建立免疫屏障，「唯有達至全民接種，我哋
先有條件『與疫共存』，當未來與外界重新
接軌時，亦能確保社區免受病毒威脅。」
史立德表示，接種疫苗是預防新冠病毒最

有效方法，亦是讓香港逐步回復正常運作、
早日恢復與內地跨境往來的關鍵，呼籲尚未
接種疫苗的市民，為人為己，盡早接種。廠
商會將以短訊等方式通知各得獎者，完整的
中獎名單亦上載至「有種．有賞」疫苗獎賞
計 劃 網 站 <http://www.cmatakeyourshot.
com> ，有報名的市民可登入網站進行查
詢。

黃家和料餐飲業界生意受惠2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二期
電子消費券明天發放，有餐飲業界人士
預料，第二期消費券推出後會對市道再
帶來刺激作用，總結自8月1日推出首
期消費券以來，餐飲業的營業額已按年
上升15%，預計全期消費券當中，飲食
業界會受惠200億元生意額。
特區政府將於明天發放3,000元第二
期消費券。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
和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隨着市民的
首期消費券所餘無幾，消費券效應近日
有所下降，市道轉靜，但預料推出第二

期消費券後會再帶來刺激作用。他總結
自8月1日推出首期消費券以來，餐飲業
的營業額按年上升15%。按政府全期推
出的消費券360億元計算，市民花在餐
飲的比率超過五成，預計全期消費券當
中，飲食業界會有200億元由消費券帶
來的經濟收益。
另外，特區政府日前宣布，以D類運

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宴會人數上限
由180人放寬至240人，今天起生效至
下月13日。黃家和表示，相信政府此舉
對經營小型宴會的食肆有較大生意幫

助，估計營業額可增加三成，3個月後
便是聖誕節黃金檔期，他希望在疫情受
控下，政府未來可進一步放寬其他限
制。

拯救行業 兩地通關最重要
黃家和表示，過去一年有許多食肆結

業，形容消費券是「救命符」，但要真
正拯救行業，內地與香港盡快通關是最
重要，因為餐飲業每月營業額中有約8%
來自內地及海外旅客，金額高達90億元
至100億元，因此能通關很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昕）第二期消
費券派發在即，市民又可以用消費券購
買心頭好。特區政府早前透露，有七成
市民選擇以八達通登記電子消費券。八
達通表示，由8月第一期消費券派發至
本月19日，其間八達通的日均零售交易
金額及筆數，是全年總體數字的2倍和
1.5倍，同期以八達通登記領取消費券的
市民中，逾七成已使用超過2,000元。
受惠於消費券計劃和疫情逐漸穩

定，市民消費意慾上漲，八達通卡有
限公司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兒指，今
年7月及8月比較第一季，經八達通應
用程式以轉數快轉賬至八達通卡的增
值額及筆數均上升五成，同期市民開
設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的數目亦上
升四成，數字顯示市民消費意慾提升
的同時已逐步習慣使用電子支付。
過去數月，八達通新增3萬個商戶，
涵蓋食肆、酒店餐飲、大型電器商戶、

網店、珠寶金飾、時尚服飾及美妝等，
截至8月底，八達通的支付點已超過13
萬個。第二期消費券即將派發，八達通
將繼續推出更多優惠。
OK便利店亦公布第二輪新推廣活

動，下月1日至7日期間，凡首次於OK
便利店以八達通成功領取第二期消費
券，將額外獲贈總值20元OK現金券，
每張八達通限換領一次，現金券需在10
月31日前，淨消費滿20元時使用。

八達通OK店領券可獲20元現金券

消費券又派發 消費品又加價
第一期派後屢現古惑招 商品提高單價推「多買多慳」誘掃貨

第二期電子消費券將於10月1日開始派發，商

戶企業均摩拳擦掌「吸金」，物價通脹亦隨之而來。

香港文匯報持續追蹤香港各大超市在消費券發放前後

的物價變動，發現不少商品在第一期消費券派發前夕

悄悄加價，隨着市民的消費券餘額漸減，商品價格回

落，但第二期消費券發放在即，商品價格近日再次上

揚；此外亦有商品在消費券派發後提高售價並推出多

買多慳優惠，變相迫使市民必須同時購買多件商品才

能享受最優惠單價；另有商品在第一期消費券派發後

取消原有優惠，種種古惑加價招數侵蝕消費券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談起電子消費券，市民既期待又憂心。家庭主婦阮女士
經常到超市採購日用品，日對夜對自然對價格較敏

感，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第一期消費券派發
後，超市裏的部分商品價格當然貴咗，仲係貴到癲！」

商品售價呈「凹」字型趨勢
香港文匯報持續追蹤消委會每日的貨品格價網，亦發現部
分超市貨品出現異常變化。最經典是第一期消費券派發至
今，不少商品售價呈現「凹」字形趨勢，即先升後跌再升，
例如一家超市售賣的3支裝高露潔牙膏，首期消費券派發前
的價格為38元，但在首期消費券派發不久後突然加價至46.5
元，隨着市民消費券所餘無幾，該貨品的售價又恢復至37.9
元。但在第二期消費券派發前夕，售價再次上升至46.5元，
疑似為第二期消費券派發作「預熱」。
除此之外，有超市以提高單價並推出「多買多慳」優惠
「谷」市民購買更多商品。一款沙甸魚罐頭，第一期消費券
派發前單價為20元，消費券派發數日後價格上升至23元至
24元，並推出買二送一、三件裝優惠等，市民若想享受優惠
價格，必須購買多件。其後，售價漸回落，但近日「多買多
慳」優惠再現，每件平均價回復至第一期消費券派發後水
平。
亦有商品不僅提高售價，原有購物優惠也消失。疫情之下
消毒類商品成為市民恒常需求，一間超市出售一款酒精搓手
液，在首期消費券派發後價格由15元上升至近23元，加幅
逾五成。另兩間超市售價雖未上升，但原有的買二送一優惠
取消，變相提高價格；其中一間超市在第二期消費券派發前
再次推出優惠，但力度明顯不如早前。

295宗投訴過半涉價格爭議
糧油入口商通泰行負責人李豐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超市價格波動不排除與消費券計劃下商家抬價有關，據
他了解，現在供貨商價格較為穩定，暫未聽聞來貨價有大幅
上升的情況。
李豐年表示，由於市道未明，批發商不敢加價，縱然疫情
期間不少工廠、貨櫃船停運，船期不穩使供應不穩，其中航
線較遠的歐美國家更容易出現船期延誤，主要運輸商品如肉
類、罐頭等商品受較大影響，「現時批發商普遍做法是盡量
囤貨，存貨充足的情況下暫未影響出貨價格，但若船期持續
受疫情影響，有機會因物資短缺導致批發價上升。」
消費者委員會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截至昨日，共
接獲295宗有關消費券的投訴，當中149宗投訴涉及價格爭
議，佔投訴個案一半，另有57宗投訴關乎服務質素，41宗
投訴則有關銷售手法。所有投訴個案中，118宗投訴有關支
付平台，有關商戶行為的投訴則有177宗，其中27宗投訴有
關餐廳、電器，另有19宗投訴有關超級市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何先生：我覺得物價貴
咗與消費券一定有
直接關係，有些
商家從中獲取暴

利吧！我覺得那些
食品，像水果、蔬菜的價
格好像貴得較多。我第一
期的消費券主要都用在生
活用品上，第二期可以的
話，想用來換一張新沙
發。

阮女士：之前消費券除
了用來吃飯，亦購
買一部電腦看節
目。第一期消費券

派發後，超市裏的
部分商品價格當然貴，
仲貴到癲！所以不會選
購相關產品。新一期的
話，應該都是用來飲飲
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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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

某超市出售的老人牌
Porthos - 欖油沙甸魚 125克

例子二

滴露 Dettol - 酒精
搓手液 50毫升

第一期消費
券發放前

第二期消費
券發放前夕

日期 價格

7月29日 20元

8月6日 單件：23元；
3件49元，每件平均16.3元

8月9日 單件：24元；
買2送1，每件平均16元

8月13日 單件：24元；
3件50元，每件平均16.6元

8月20日 單件：20元

9月10日 單件：24元；
2件39元，每件平均19.5元

9月24日 單件：21元；
買2送1，每件平均14元

9月27日 單件：24元；3件50元，
每件平均16.6元

加價
古惑招

日期 價格（●超市1●超市2●超市3）

7月29日 ●單件22.9元；買2送1，

每件平均15.26元

●15元

●單件22.9元；買2送1，

每件平均15.26元

7月30日 ●22.9元 ●15元 ●22.9元

8月6日 ●22.9元 ●23元 ●22.9元

9月17日 ●22.9元 ●23元

●單件22.9元；2件40元，

每件平均20元

資料來源：消委會格價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第一期消費
券發放前

●●第二期消費券發放在即第二期消費券發放在即，，商品價格近日再次上商品價格近日再次上
揚揚。。圖為早前市民於超市中挑選商品圖為早前市民於超市中挑選商品。。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