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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產⼒局作「本地⼝罩⽣產資助計
劃」秘書處

「本地⼝罩⽣產資助計劃」

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地對⼝罩需求急增，導致供應緊張。本地⼝罩供應以往主要依賴進⼝，現時⾯臨供應嚴重短缺，令⼝罩價格上升。
香港特區政府在「防疫抗疫基⾦」下推出「本地⼝罩⽣產資助計劃」（計劃），希望盡快促進本地⼝罩⽣產，協助應對燃眉之急，同時建
立存貨。計劃由香港⽣產⼒促進局負責管理及擔任秘書處，有關申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負責審批。

本計劃20條⽣產線名額已全數批出，截⾄2021年3⽉31⽇，20條⽣產線的詳細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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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採購期的開始⽇期」為⽣產線獲確認符合相關準則（例如已從認可實驗室取得測試報告，證明其⽣產的⼝罩達ASTM F2100第⼀級或以上的防護標

準）使其可向政府供應⼝罩的⽇期。⽣產線會在為期12個⽉的承諾採購期內向政府供應⼝罩。

根據⽣產線提供的資料，預計政府通過本計劃購買的⼝罩平均價格為每個$1.29。該價格有機會會因應核實⽣產線所提供的文件以及計算
結果⽽作出更改及修訂。

20條⽣產線的詳細資料：

截⾄2020年7⽉31⽇
截⾄2020年8⽉31⽇
截⾄2020年9⽉30⽇
截⾄2020年10⽉31⽇
截⾄2020年11⽉30⽇
截⾄2020年12⽉31⽇
截⾄2021年1⽉31⽇
截⾄2021年2⽉28⽇

 

⼝罩數量

號碼 公司名稱 (按字⺟順序排列) ⽣產線 承諾採購期的
開始⽇期

已發放的資本
資助撥款

已供應給
政府的
⼝罩數量

1 益成醫療⽤品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13⽇ $702,001.4 20,000,000

2 益成醫療⽤品有限公司 第2條 2020年5⽉17⽇ $650,621.3 20,000,000

3 創意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6⽉1⽇ $884,600.0 20,000,000

4 創意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第2條 2020年6⽉1⽇ $600,000.0 20,000,000

5 香港⼈醫療⽤品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31⽇ $767,678.0 13,000,000

6 Hong Kong Lion Production 

Company Limited

第1條 2020年6⽉4⽇ $548,123.5 17,022,200

7 景祥針織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16⽇ $1,022,000.0 20,000,000

8 八⽅綜合服務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29⽇ $791,212.3 18,978,500

9 S.E.C. Hong Kong Factory Limited 第1條 2020年5⽉30⽇ $489,795.5 19,000,000

10 香港愛護⽤品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6⽉30⽇ $800,000.0 17,000,000

11 新德利（亞洲）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15⽇ $796,719.7 18,668,000

12 國藥科技醫療⽤品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6⽉2⽇ $568,717.0 19,000,000

13 國藥科技醫療⽤品有限公司 第2條 2020年5⽉30⽇ $380,630.0 19,000,000

14 步創科技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20⽇ $905,772.9 19,880,000

15 步創科技有限公司 第2條 2020年5⽉20⽇ $600,000.0 19,860,000

16 瑞⼠億科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6⽉20⽇ $1,127,200.0 16,500,000

17 瑞⼠億科有限公司 第2條 2020年6⽉20⽇ $600,000.0 18,000,000

18 奧成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20⽇ $751,220.0 20,000,000

19 宇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6⽉6⽇ $942,050.4 18,000,000

20 威信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第1條 2020年5⽉29⽇ $634,840.0 19,000,000

        $14,563,182.0 372,90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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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地⼝罩⽣產線提供的技術⽀援已於6⽉底結束。

訂閱⽣產⼒局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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