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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龍蝦引爆搶購熱潮

【本報訊】記者鄧碧輝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為工展會
主持開幕禮，其後與太太唐青儀
到社會企業攤位參觀，花費1200
多元購買手工藝品和果醋，並鼓
勵社企員工繼續努力。

梁振英和太太首先到仁愛堂
社企綠家居攤位，試飲果醋，梁
太大讚 「好味」，並即場購買兩
瓶，員工黃先生說，特首很支持
社企，態度友善，又預祝他們生
意興隆。其後梁太在旁邊的南亞
裔手工服飾攤位，選購了一個人

手編織的南亞風格手袋，圖案代
表祝福。梁振英讚揚該社企為少
數族裔提供工作機會，勉勵少數
族裔人士繼續努力。

在另一邊的 「創業軒」攤位
，梁振英夫婦先後購買 「蛋撻」
磁石、 「雪糕」便條夾、聖誕花
盆栽、羊毛氈手工便條夾
和布藝手作。當中部分手
工藝品由殘疾人士製作，
梁振英特別與殘疾學員交
談，詢問製作過程，又大
讚作品像真度高。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
今屆工展會以抗通脹、賣平貨招徠
，不過東方紅卻出動售價達 186 萬
元的沉香坐鎮，貴絕全場。

東方紅市場部經理王偉傑表示
，沉香樹經過細菌感染侵蝕，樹
木會分泌樹脂修補損壞部分，經年
累月後，樹脂發出香味，是為沉香
。是次售賣的沉香來自越南，重約
九斤九兩。每年越南約產100至200

塊，數量罕有，加上每塊沉香的形
成需時，質地和形狀不同，更顯矜
貴。

沉香作為藥材有通脈和安神之
用，買家一般用作收藏、裝飾，或
切成一片片，點燃煙熏，有寧神作
用。王偉傑直言出動貴價沉香主打
內地客，去屆工展會該公司售出的
沉香，也是由一內地遊客以48萬元
購得。

一年一度工展會昨日開鑼，受通脹高企影響，大
批市民湧入維園掃貨。有參展商推出一元限量優惠
的 「超筍」 波士頓龍蝦，吸引市民提早三小時到場
輪候，不出5分鐘便派完50個籌，更一度引起混亂
，參展商須即場加推應市。有市民攜帶手推車入場
，認為場內產品較市面便宜20%，預計花費10,000
多元掃平貨。參展商表示，首日人流較去年同期多
，預計市民在 「掃平貨」 心態驅使下，生意額較去
年可望增加兩成。

本報記者 虢 書 林丹媛

工展會昨日上午 11 點開放予公眾入場，場外早已聚集數百
名市民等候。大門一開，一群市民即蜂擁至鴻星攤位，爭購原價
196元、優惠價只賣1元的波士頓龍蝦。限量50隻先到先得，工
作人員向到場人士派籌，不出5分鐘已全部派完，場面一度混亂
。黃先生專程為1元龍蝦而來，早上8點已在門外排隊， 「本來
排頭5位，但畀人打尖，好混亂，好彩買到」。

限量50隻需臨場加推
由於反應熱烈，鴻星即時加推 30 隻。廣州的朱先生近幾年

逢工展會必到，他今次提前一日來港， 「睇預告知道有1元龍蝦
，特登早啲嚟，本來買唔到，後來加推又攞到籌」。他手持一疊
20 蚊說： 「我特登唱散紙，呢度千多元，會使晒佢，內地食品
用品都貴，呢度（工展會）普遍有優惠，可能聽日嚟多次。」

鴻星負責人表示，明天會改善排隊安排，加派人手。負責人
說，昨日天氣好，人流明顯上升10%，預計生意額也有同等的升
幅。每年內地客都佔約 30 至 40%，為方便他們送禮，今年亦推
出禮包，以臘味和鮑魚為主。

臨近年尾，海味成為不少人掃貨目標。李小姐一入場就在文
華花膠攤位購買了四盒花膠， 「來辦年貨，呢度比較優惠，買一
斤送一斤。」她說，過去一年通脹推高食品價格一成，工展會內
價格較市面便宜20%，故還會購買一些日常食品，預算花10,000
多元。文華花膠負責人郭小姐表示，昨日人流理想，以本地客為
主，100斤特價花膠在早上兩個小時便售罄。

東方紅市場部經理王偉傑說，年關臨近，由於通脹高企及經
濟差，市民會集中到有優惠的展會消費，昨日生意額按年增加兩
成。今年整體價格與去年持平，是市面售價的75折至8折。安記
海味經理張潔賢表示，人流較去年多30%，生意增加20%。罐頭
鮑魚價錢與去年一樣，但贈品數目卻比去年多，如買三罐鮑魚送
一兩頭溏心鮑魚。

內地客鍾意買家居用品
越來越多內地人來參加工展會，今年大會特別安排跨境巴士

直達會場，售賣家居用品的寶富麗則看準這個龐大市場。董事總
經理梁輯說，去年羽絨被深得內地客歡迎，雖然今年的零售價較
去年貴，但會場特價卻維持不變，希望可吸引內地客購買， 「內
地客購物意欲較港人強，鍾意買床品、沙發，仲有人要求送貨去
內地，舊年啲羽絨被賣到斷貨，今年準備多啲」。他不擔心天氣
回暖影響生意， 「唔落雨就得，希望生意額比舊年多10%」。

售賣電器的德國寶，其董事長陳國民說，今年在會場推出
10 多種新產品，並有限量優惠，如買煎鍋送電磁爐，預計生意
額有兩成至兩成半升幅。 「人工、舖租乜都貴，但唔想市民失望
所以無加價，過咗展會會加10%。」

民建聯會員2.3萬創新高

第21屆的民建聯周年會員大會撞正主席譚耀
宗生日，會後他與各會員一起切蛋糕慶祝，顯得
神采飛揚，喜氣盈眉。逾百位會員在 Ann 姐蔣麗
芸的帶領下，圍着蛋糕齊齊歡唱祝壽歌的場面可
謂是其樂融融。譚主席的生日願望是希望民建聯
的兄弟姐妹齊心、努力，龍精虎猛，在各行各業
創造佳績，隨後，他在眾人的祝願聲中，吹熄生
日蠟燭。

花絮

譚耀宗牛一
盼上下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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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建聯昨舉行
第 21 次周年會員大會，主席譚耀宗宣布，會員人
數再創新高，目前已達2萬3千人。大會通過章程
修訂，除增加中委會、常委會及監委會人數上限
外，換屆選舉將於明年4月進行。譚耀宗說，未來
一年會繼續致力議會和地區工作，培養政治人才
，為香港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作貢獻。

副主席將增至5名
民建聯昨日舉行第 21 次周年會員大會，逾百

名會員出席，大會通過了由民建聯中央委員會提
交的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譚耀宗表示，目前民
建聯會員人數有2萬3千人，由於人數的增加，需
要修訂章程的大綱和細則。

有關修訂獲得大會通過，包括中央委員會人
數上限由50人增至60人，常務委員會人數上限由
20人增至25人，監察委員會人數上限由40人增至
50人，副主席由4名增至5名，換屆選舉將於明年
4月進行。對於是否連任主席，譚耀宗表示，希望
最好有合適的人選出來接班，但同時他亦願意聽

取別人的意見。
民建聯過去一年成績顯著，尤其是在今屆立

法會選舉成為大贏家，奪得十三個議席。地區工
作方面，區議會選舉成績理想，該黨區議員達136
名，並督促政府落實包括 「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
」、 「長者兩元乘搭公共交通優惠計劃」在內的
多項民生政策。該黨還舉辦了第二屆 「新一代政
治專才文憑課程」，加強人才培育。

財政狀況方面，司庫黃建源表示，由2011年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年度，民建聯總
收入為 8475 萬元，總支出為 8366 萬元，總盈餘
為 109 萬元，資產淨值為 4633 萬元，財政狀況良
好。

展望未來一年，譚耀宗表示，民建聯希望在
新的中委會領導下，再創高峰，繼續致力議會和
地區工作，培養參政議政人才，對政府各項政策
主張提出意見，讓政府的施政更符合市民期望。
譚耀宗續稱，民建聯會致力為香港的經濟發展、
民生經濟作貢獻，不負市民所託。

劉江華拒評傳聞
此外，外界盛傳在立法會選舉中落敗的民建

聯副主席劉江華，將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
長，劉江華昨日欲言又止，他表示不會評論有關
揣測，但又指現時 「無辦法講多啲嘢，大家再等
一等」。他又說，希望在任何一個平台發揮所長
，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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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中）會後與各會員一起切蛋糕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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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萬元沉香貴絕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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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總之啱就買
【本報訊】記者虢書、林丹媛報道：每年工展會是市民

「掃平貨」的好時機，在通脹壓力下，今年貨品價格未至於
「平通街」，但無損市民掃貨心情，更有來自大西北的旅客

連續三年到來購物，視為 「來香港的意義」。市民昨日花費
較去年上升，以購買海味、麵食及日用品為主。

沈婆婆和先生一早到工展會賣花膠的攤位，花近5,000
元買了兩盒花膠和魚肝油，她說，會場內較市面便宜，花膠
做買一送一優惠，魚肝油也有買二送一， 「好抵，我年年都
來（工展會），又平又齊，可以一次過買晒。」她還計劃購
買瑤柱、冬菇、花旗蔘等，置辦年貨。

拖着幾架購物車的陳小姐戰績彪炳，花3,000多元買了
冬菇、罐頭、風扇和一些日用品，比去年多一千元。她說，
罐頭和麵食比超市便宜， 「沒有刻意格價，覺得適合就
買」。

馮先生和媽媽是工展會常客，每年都會來兩日，逛了一
個上午，花近1,000元買了海味、蛋卷、咖啡和日用品。馮
先生說，不清楚價格是否較外面便宜，但 「阿媽話比出面平
」。至於優惠有否增加，他
表示沒有特別明顯，但今年
買兩份點心可參加抽獎。

曾先生和太太下午才
到會場，用 2,000 元買了枕
頭、花膠和鞋。他表示，沒
預算花多少錢， 「總之啱就
買」。

還有來自大西北的張女
士已是第三年參加工展會，
視之為 「來香港的意義」，
預計花 2,000 元買日用品和
食品， 「這裡很多國外產品
，在內地買不到，且經濟實
惠。」她覺得人數和氣氛和
去年相差不大，只是商品更
貴了一些，優惠少了一點，
但總體還是滿意。

▲梁振英和太太唐青儀到社企攤位參觀並選購了果醋

▲彭婆婆搶購到一元龍蝦笑
逐顏開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來自大西北的張女士滿
載而歸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工展會 丁財兩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