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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搶購至筍貨品
產品

官 燕 棧 蟲 草 雞 精
（70克）

御 藥 堂 蟲 草 湯 包
（90克）

位元堂花膠烏雞湯
（400克）

鴻星集團波士頓龍蝦
（約400克）

日本山崎電器蒸煮式
飯盒

陳老二官燕盞（6克）

莎塔里亞歷山大初榨
橄欖油（500毫升）

伊甸園茶樹油（30
毫升）

安康牌健康營養穀片
（300克）

吉之鮑即食蠔皇鮑魚
（16克）

原價

$33.6

$79

$69

$196

$199

$9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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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53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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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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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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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07

2011年按每月收入劃分的內地新移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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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來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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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按職業劃分的內地新移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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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來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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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雖然今年通脹持續，有可能影響市民
購物意慾，但參展商並不擔心影響其貨品在工展會上
的銷情。商家的策略依舊是薄利多銷，普遍估計今年
的銷售額會有10%以上的提升，顯得頗有信心。

官燕棧助理品牌經理馮嘉欣表示，雖然今年的產
品成本增加了 10%到 15%，但一些產品仍然保持低價
，比如精選白燕盞，今年的售價是 445 元一両，是原
價 593 元一両的 75 折，甚至比去年參展時的每両 485
元還要便宜。

她表示，能夠75折銷售，除因今年燕窩貨源豐富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司預先一年就開始為今次工展

會作儲備。對於早前內地禁止旅客攜帶燕窩入口，可
能影響內地客購買意慾，馮嘉欣表示公司的銷售策略
並不會特別注重內地客，而是總體薄利多銷，尤其滿
足到本地主婦購買年貨。她預計今年的銷售額會較去
年增加15%至20%。

老字號同珍集團發言人何國偉，同樣預計今年的
銷售額會有10%左右的增長，稱這是根據往年的情況
去估計，又說不擔心今年銷情。他說，集團也推出 1
元 1 樽的蠔油，每天限量 200 樽。此外，還推出不同
價位的產品套裝，如包含生抽、蠔油、麻油、蒜蓉等
8件產品的套裝，僅售120元，相當於市面售價的半價。

內地新來港人士普遍缺乏英語及電腦運用等基本
就業技能，為了協助他們盡快就業，僱員再培訓局曾
多次舉辦 「就業基礎技能證書」 課程。圖為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中）與其中一批新移民學員合照。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一年一度的工展
會今日開幕，為對抗通脹，回饋社會讓市民買平貨
，主辦單位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特號召各參展商推
出特價優惠，包括 「1元產品大優惠」、 「割價大
銷售」等。此外，大會今屆首推行李寄存服務，及
首次與中國郵政合作提供郵遞包裹服務，方便內地
客，另速遞服務亦新增往內地和美國的服務，讓市
民和遊客更方便自如地購物。

首推行李寄存郵遞包裹
今年的工展會以 「名牌薈萃 譽滿中外」為主

題，有 880 個食品和家居用品攤檔，門票 10 元。
今日開始至明年 1 月 7 日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1
元港幣買龍蝦、雞精似是天方夜譚，但在工展會上
，市民確有機會享受如此優惠，因為廠商會號召商
家於今日至本月21日推出 「1元產品大優惠」，相
信對市民具有相當吸引力。

如參展的鴻星集團，就首次以1元的蝕本價格
銷售原價 196 元的波士頓龍蝦，每日限售 50 隻，
集團企業傳訊主任楊錦瀅表示，這是響應大會今年
的特別號召，亦是希望以此激起人流。至於其他優
惠，包括以 45 折推出的海鮮福袋，內有波士頓龍
蝦、松葉蟹、石頭魚燉湯等，此外，現場還銷售各
類熟食，包括新推出的、僅售 20 元的台式三杯豬
手。

楊錦瀅補充說，即使通脹加劇，但4隻裝的原
隻蠔皇鮑魚仍維持100元的售價，多年未變，希望
以此回饋市民。

增開返深圳灣穿梭巴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永嘉表示，工展

會是港人的露天嘉年華，去年的銷售額約達6億港
元，今年預計整體銷售額會增加 5%至 10%。至於
入場人次，他說，去年的工展會約有252萬人次入
場，但今年不會預計和公布這項數據，目的在於強
調工展會是港人的嘉年華，重點是市民 「行得開心
，買得放心」。他又坦言，因為通脹等因素，場內
的裝修、保安等各外判商提價10%至15%，故廠商

會無奈之下將攤位租金加了約9%。
關於購物的配套服務，吳永嘉說，根據統計，

去年 60 萬人次的境外遊客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內
地，故今年大會繼續推出過境巴士服務，在去年由
深圳灣直達維園的基礎上，增加由維園送回深圳灣
的穿梭巴士（下午4點至晚上9點）。

他又說，今年更首次與中國郵政合作為參觀者
提供郵遞包裹服務，另速遞服務今年也新增去往內
地和美國；此外還首次提供儲物袋、行李箱、嬰
兒車寄存服務，服務時間由上午 11 點至晚上 9 點
半。

睇天做人還看市道
【本報訊】天文台預測今年香港特別冷，觸

覺敏銳的工展會參展商亦立即推出相關產品 「應
節」，一家電器商便推出三款不同的暖風機，滿
足市民的不同需要。

攤位負責人介紹，其中一款陶瓷暖風機分為
大小兩種規格，售價分別是838元和398元，可
以放在浴室使用，安全、方便，尤其適合體弱、
怕凍的孩子和老人；而另一款暖風機更附帶加濕
功能，專門對付冬天乾冷的空氣。

至於價格，不同於其他參展商紛紛宣揚產品
多麼便宜，攤位負責人只告訴記者產品市價，連
會否提供折扣也守口如瓶，想來 「要睇天做人」
，先看市道才下決定；即使被多名記者輪番查問
，他還只暗示最多送明年工展會的購物優惠券，
暫時未定會否提供即場折扣。

▲同珍集團推出 1元 1樽的蠔油，每天限量
200樽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有參展商推出 「應節」 的暖風機

統計處公布 2011 年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居民（下稱 「該
類居民」）的調查數據，發現香港近10年該類居民正逐年減少
。由2001年266,577萬人，減至2011年的171,322萬人，而該類
居民佔本港人口比例亦由2001年的4.1%，下降至2011年的2.5%
，估計與近年單程證持有人的數目有所減少，及持有單程證人士
選擇回內地居住有關。

兩地經濟此消彼長
有分析指出，新移民人數十年間大減，實際上亦與內地與本

港經濟在過去十年間此消彼長有關。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居
民收入不斷增加，相反，本港的競爭力持續下降，搵工搵食都不
容易，加上本港的生活開支大，令本港對內地人士的吸引力大減
，直接影響了內地人移居本港的意欲，令新移民的數目大減。

同時，調查亦顯示，該類居民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有所增加，
由2001年的每月6,000元，增至2011年的7,500元，10年間的升
幅為25%，高於全港的入息中位數20%升幅，入息完全跑贏本地
人。入息中位數大幅提升，連帶他們的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亦有
所增加，由2001年的12,050元增至2011年的14,070元，增幅達
16.8%，但較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20,500元仍略為遜色，該類
居民家庭入息中位數只達本地居民入息中位數的68.6%。

16%曾接受專上教育
過去10年，該類居民的勞動人口（指15歲或以上人士）也

有所減少，由2001年的76,568人減至65,545人，減幅達14.4%，
平均每年負增長率為-1.5%。但該類居民勞動人口（即從事經濟
活動的 15 歲或以上人士）卻有所增加，由 2001 年 44.2%升至
2011 年的 47.8%，他們大多擔任一些低技術職位，分別有 38.1%
人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而非技術的工人則有27.3%，相比起本
地居民服務及銷售、低技術職位的17.5%及13.3%為高。

另外，該類居民的教育程度近10年亦有所提高，曾接受專
上教育的人，由2001年的5.7%，升至2011年16%，相反曾接受
小學或以下的程度亦由2001年的32%減至15%。而他們抵港後的
居住地區近10年並沒有太大改變，居住地區以九龍的深水埗、
長沙灣和新界區為多。

【本報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居民
（下稱 「該類居民」）仍以女性為主，她們
大多來港與丈夫團聚，其中一個特別的數字
是已婚的女性與丈夫的年齡差距較大，平均
比丈夫年輕 8 歲，較本港的中位數的 3.6 歲為
高，名副其實的 「老夫少妻」。

據統計處資料顯示，該類居民的男女比
例一直是 「六四開」。

以年齡層分布，則以 35 至 44 歲為主，

佔該類居民的 26.2%，而他們的年齡中位數
是 31.5 歲，較全港年齡中位數的 42.4 歲為
低。

另外，該類居民的女性大多來港與丈夫
團聚，其中一個較為特別的數字是較丈夫年
輕的該類女居民達 60,819 人，而他們的年齡
差距中位數為8歲，即妻子較丈夫年輕8歲，
相比起本港的配偶年齡差距中位數的3.6歲為
高，令本港更多 「老夫少妻」出現。

統計處調查發現，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居民
近10年 「大縮水」 ，由2001年的26萬餘人，減至
2011年的17萬餘人，而他們的個人入息中位數過
去10年間更升至每月7,500元，升幅 「跑贏」 本地
居民，連帶他們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亦上升至14,070
元，但仍只是本港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的68.6%。

本報記者 李家祺

幫助新移民

老夫少妻平均差8歲

參展商促銷 生意額至少增10%

工展會今開鑼工展會今開鑼 超筍價抗通脹超筍價抗通脹

▲鴻星集團以1元的蝕本價銷售原價196元的波士頓龍蝦，每日限售50隻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今屆工展會首推行李寄存服務及郵遞包裹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