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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剛剛
剛宣布感染新冠病毒的前紐約市長魯迪剛宣布感染新冠病毒的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週日表示朱利安尼週日表示，，特特
朗普總統失去的叁個州的立法機構可能會最終決定誰在選舉團中朗普總統失去的叁個州的立法機構可能會最終決定誰在選舉團中
投票投票，，這很可能會將選舉問題發送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很可能會將選舉問題發送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朱利安尼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朱利安尼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Fox News））的的《《週日早晨未來週日早晨未來
》（》（Sunday Morning Futures)Sunday Morning Futures) 採訪時說採訪時說，，他相信佐治亞州他相信佐治亞州、、密歇密歇
根州和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機構已準備好讓選舉人投票根州和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機構已準備好讓選舉人投票。。

他斷言他斷言，，在佐治亞州在佐治亞州，“，“他們開始請願以舉行他們自己的會他們開始請願以舉行他們自己的會
議議（（立法機構自行決定讓選舉人投票立法機構自行決定讓選舉人投票），），根據憲法根據憲法，，他們可以這他們可以這
樣做樣做。。

朱利安尼說朱利安尼說：“：“他們是現在這樣做的第一個立法機構他們是現在這樣做的第一個立法機構。。這是這是
開國元勳賦予我們立法機構在憲法中承擔的角色開國元勳賦予我們立法機構在憲法中承擔的角色。。他們應該選總他們應該選總
統統，，而不是州長而不是州長，，不是選舉委員會不是選舉委員會。。他們是憲法授權他們決定選他們是憲法授權他們決定選
舉人的機構舉人的機構。”。”

朱利安尼聲稱朱利安尼聲稱：“：“密歇根州立法機構正在考慮同一件事密歇根州立法機構正在考慮同一件事，”，”
““他們距宣布決定的時間不會太長他們距宣布決定的時間不會太長，，他們現在正在起草一些東西他們現在正在起草一些東西
。。亞利桑那州立法機構也正在起草亞利桑那州立法機構也正在起草，，所以這叁個州所以這叁個州，，很可能最終很可能最終
由立法機構決定誰是選舉人由立法機構決定誰是選舉人。”。” 朱利安尼在威斯康星州說朱利安尼在威斯康星州說，，有有
一場訴訟一場訴訟““基本上說基本上說，，如果您沒有缺席選票的申請如果您沒有缺席選票的申請，，則該選票不則該選票不
算在內算在內。”。” 他聲稱他聲稱：“：“大約有大約有5050,,000000或或6060,,000000份選票未經申請份選票未經申請
，，將被扔掉將被扔掉，，這將改變選舉結果這將改變選舉結果。”。”他接著說他接著說：： ““如果這些州如果這些州
立法機構中的任何一個根據自己的分析改變選舉人立法機構中的任何一個根據自己的分析改變選舉人，，那麽這將被那麽這將被
送到聯邦最高法院送到聯邦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將不得不決定是否以合理而最高法院將不得不決定是否以合理，，是否是否
理性或是否以任意方式製定的標準理性或是否以任意方式製定的標準。”。”

他說他說：“：“在每種情況下在每種情況下
，，這些立法機構中的每一個這些立法機構中的每一個
都有足夠的壓力來承受最高都有足夠的壓力來承受最高
法院的質疑法院的質疑。”。”

朱利安尼的策略概述了朱利安尼的策略概述了
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裏阿裏
托托（（Samuel AlitoSamuel Alito））要求賓夕要求賓夕
法尼亞州官員提交簡報法尼亞州官員提交簡報，，以以
回 應 眾 議 員 邁 克回 應 眾 議 員 邁 克··凱 利凱 利
（（Mike KellyMike Kelly））的提議的提議，，以推以推
翻該州的選舉結果翻該州的選舉結果。。

凱利希望美國最高法院凱利希望美國最高法院
能夠受理賓夕法尼亞州最高能夠受理賓夕法尼亞州最高
法院已經拒絕的同一選舉案法院已經拒絕的同一選舉案
件件。。

LawLaw＆＆CrimeCrime 報道說報道說，，他他
的的5050 頁的文件已提交給阿裏頁的文件已提交給阿裏
托托，，後者負責監管第叁巡迴後者負責監管第叁巡迴
法院的案件法院的案件，，該巡迴法院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的法律網站該巡迴法院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的法律網站，，要求在要求在
星期二舉行聽證會星期二舉行聽證會。。賓夕法尼亞州選舉團的成員將於賓夕法尼亞州選舉團的成員將於1212月月1414日日
開會開會。。

根據根據LawLaw＆＆CrimeCrime的說法的說法，，凱利的論點集中在凱利的論點集中在COVID-COVID-1919之之
前的大流行州選舉改革法律上前的大流行州選舉改革法律上，，該法律建立了該法律建立了““無藉口郵寄投票無藉口郵寄投票
””的投票制度的投票制度，，他聲稱這違反了州憲法他聲稱這違反了州憲法。。

凱利辯稱凱利辯稱，，除非人們只能利用州憲法中包含的幾個狹義藉口除非人們只能利用州憲法中包含的幾個狹義藉口
，，否則人們必須親自投票否則人們必須親自投票，，該網站報道稱該網站報道稱，，20192019年改革法應被廢年改革法應被廢
除除。。

盡管聯邦最高法院沒有嚴格的管轄權來解決賓夕法尼亞州的盡管聯邦最高法院沒有嚴格的管轄權來解決賓夕法尼亞州的
憲法問題憲法問題，，但凱利辯稱但凱利辯稱，，該州是根據美國憲法該州是根據美國憲法““直接授予權力直接授予權力””
行事的行事的，，這賦予了聯邦高等法院的介入的權利這賦予了聯邦高等法院的介入的權利。。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朱利安尼朱利安尼：：美國美國33個州的立法個州的立法
機構可以改變選舉人投票機構可以改變選舉人投票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隨著市場歷史性漲勢隨著市場歷史性漲勢
延續至延續至1212月的第一周月的第一周，，上週股市小幅上漲上週股市小幅上漲。。儘儘
管管1111月就業報告中顯示出新招聘人數下降月就業報告中顯示出新招聘人數下降，，但但
主要指數收於創紀錄的高位主要指數收於創紀錄的高位，，美國國債收益率美國國債收益率
上升上升，，反映出人們對進一步財政刺激措施的預反映出人們對進一步財政刺激措施的預
期期。。美國經濟在美國經濟在1111月僅增加了月僅增加了245245,,000000個工作個工作

崗位崗位，，這是由於這是由於COVID-COVID-1919感染人數激增和活感染人數激增和活
動限制再次出現而造成的動限制再次出現而造成的。。失業率從失業率從66..99％下降％下降
到到66..77％％，，但就業參與率也有所下降但就業參與率也有所下降，，表明有更表明有更
多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多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就業增長的下降可能就業增長的下降可能
會給立法者施加壓力會給立法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年底之前就要求他們在年底之前就
新的刺激方案達成協議新的刺激方案達成協議。。石油輸出國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OPEC））及其盟友同意以比先前計劃更緩慢及其盟友同意以比先前計劃更緩慢
的速度增加產量之後的速度增加產量之後，，石油將其收益擴大至石油將其收益擴大至99

個月高位個月高位。。美元兌主要貨幣匯率創下美元兌主要貨幣匯率創下
兩年半新低兩年半新低。。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道瓊斯工
業指數收盤業指數收盤3021830218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
年漲幅年漲幅55..99%%），），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36993699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77%%，，年漲幅年漲幅
1414..55%%），），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246412464 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22..11%%，，年漲幅年漲幅3838..99%%）。）。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市場持續增長上週市場持續增長，，關注的焦點集關注的焦點集
中在以下方面中在以下方面：：11））疫苗的進步疫苗的進步；； 22
））當前的經濟狀況當前的經濟狀況；； 33））華盛頓可能華盛頓可能
出台的財政計劃來彌合出台的財政計劃來彌合11和和22。。

疫苗在明年某個時候的大規模分發疫苗在明年某個時候的大規模分發
是複甦的拐點是複甦的拐點，，這標誌著經濟活動將這標誌著經濟活動將
恢復到更為正常的水平恢復到更為正常的水平。。疫苗進展推疫苗進展推
動了自動了自1111月初以來標普月初以來標普500500指數上指數上
漲漲1313％％。。經濟上經濟上，，COVID-COVID-1919病例激病例激
增以及由此導致的一些地區和行業的增以及由此導致的一些地區和行業的
部分關閉部分關閉，，使得零售支出使得零售支出、、製造業活製造業活
動和勞動力市場顯示出壓力跡象動和勞動力市場顯示出壓力跡象。。預預
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經濟反彈將有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經濟反彈將有

所停滯所停滯，，然後在明年恢復增長勢頭然後在明年恢復增長勢頭。。上周國會上周國會
就新一輪財政援助進行的談判顯示出微弱的進就新一輪財政援助進行的談判顯示出微弱的進
展跡象展跡象，，但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新一攬子援但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新一攬子援
助計劃的規模和目標上仍存在分歧助計劃的規模和目標上仍存在分歧，，因此尚無因此尚無
立即達成協議的保證立即達成協議的保證。。未來幾天更廣泛的預算未來幾天更廣泛的預算
談判將包括增加的財政救濟措施談判將包括增加的財政救濟措施，，但更全面的但更全面的
協議可能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完全出現協議可能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完全出現。。隨著疫隨著疫
苗前景的改善苗前景的改善，，財政刺激措施對於彌合家庭和財政刺激措施對於彌合家庭和

小企業的資金缺口至關重要小企業的資金缺口至關重要，，直到明年經濟更直到明年經濟更
加全面開放加全面開放。。

上週發布的上週發布的1111月就業報告顯示月就業報告顯示，，美國經濟美國經濟
上個月增加了上個月增加了245245,,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失業率降失業率降
至至66..77％％。。一方面就業情況繼續改善一方面就業情況繼續改善 （（七個月新七個月新
增就業總計增就業總計11,,230230萬萬），），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受新一輪疫受新一輪疫
情影響情影響，，新工作崗位增長率顯著下降新工作崗位增長率顯著下降。。失業率失業率
已達到大流行以來的最低水平已達到大流行以來的最低水平，，從從 44 月的月的
1414..77％降至％降至1111月的月的77％以下％以下，，這是令人鼓舞的這是令人鼓舞的
改善改善，，但但66..77％的失業率仍處於歷史高位％的失業率仍處於歷史高位，，可見可見
疫情給勞動力市場造成的破壞仍十分巨大疫情給勞動力市場造成的破壞仍十分巨大。。

從歷史上看從歷史上看，，1212月對市場來說是一個積極月對市場來說是一個積極
的月份的月份，，平均單月增長平均單月增長11..66％％。。股市進入樂觀狀股市進入樂觀狀
態時態時，，這一勢頭通常會持續到今年餘下的時間這一勢頭通常會持續到今年餘下的時間
。。在過去的在過去的7575年中年中，，當股票以年初至今的漲幅當股票以年初至今的漲幅
達到達到1010％或更多時％或更多時（（如今年如今年），），市場在市場在1212月的月的
漲幅概率為漲幅概率為8282％％，，且次年市場平均增長了且次年市場平均增長了77..88％％
。。

股票現已彌補了今年初的熊市損失股票現已彌補了今年初的熊市損失，，上週上週
創下新紀錄創下新紀錄。。自自33月底以來月底以來，，股票上漲了股票上漲了6060％％
以上以上，，這是有記錄以來跌幅超過這是有記錄以來跌幅超過3030％的最快的％的最快的
複蘇複蘇。。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熊市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熊市，，一旦一旦
市場回到之前的高位市場回到之前的高位，，第二年市場平均上漲第二年市場平均上漲
1414..33％％。。在大選結果確定在大選結果確定、、疫苗即將大規模接疫苗即將大規模接
種種、、經濟恢復前景看好經濟恢復前景看好、、低利息政策短期不變低利息政策短期不變
、、美元相對貶值的市場環境下美元相對貶值的市場環境下，，有額外現金並有額外現金並
願意長期投資的投資者可以考慮加持部分優質願意長期投資的投資者可以考慮加持部分優質
股票資產股票資產，，而不是過於保守的大量持有現金從而不是過於保守的大量持有現金從
而導致資產縮水而導致資產縮水。。

冬天是災難冬天是災難 美美CDCCDC
估估33個月添個月添1818萬人病故萬人病故

(本報訊) 「紐約時報」 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
預防中心（CDC）主任芮斐德（Robert Redfield）
昨天上午與美國商會基金會（Chamber of Com-
merce Foundation）視訊時，再對未來數月的疫情
發出嚴厲警告，稱 「我確信未來數月會是美國公衛
史上最艱困的時刻」 。

美國單日染疫病故人數以2885人刷新4月的最
高紀錄，且看不出和緩跡象，隨著醫院人滿為患，
未來幾天毫不樂觀。

芮斐德告訴美國商會基金會，這個冬天可能會
是一場災難，到明年2月底，美國累計病故人數很
可能從現在的27萬3000人變成45萬人。

入秋以來這波疫情與春天首波疫情不同，4月
時的確診與病故病例多集中在紐約與新英格蘭，但
如今疫情是全美都在燒。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美累
計確診已超過1400萬例。

更要嚴肅看待的一點是，4月的高峯是今春疫
情最嚴峻的時刻，後來許多地方實施封城、民衆生
活型態改變，病死人數陸續減少。

而專家表示，昨天驚人的單日病故人數很可能
只會愈來愈糟，因為美國11月底的感恩節假期中
，人員流動頻繁，疫情惡化程度還沒反映出來；不
僅如此，許多美國民衆如今又開始在規劃如何慶祝
即將到來的耶誕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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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間流傳著壹個說法：壹季度業

績看半年，半年業績看全年。或可見每

年壹季度業績對銀行的重要性。12月1

日起，各大銀行2021年“開門紅”已經

正式啟動。據了解，銀行業的“開門

紅”通常會從12月延續至來年的3月，

期間銀行會推出壹系列優惠活動，以此

來吸引更多客戶、沖刺業績。

記者發現，最近不少農商行、城商

行以及股份制銀行的分行均開起了動員

會，在走訪中，多家銀行網點的開門紅

主打利率較高的銀保合作產品。

“開門紅”比往年來得早
“部分指標從12月1日開始了，之

前從1月1日開始，今年從12月1日就開

始了。”某中部省份國有銀行網點的工

作人員告訴記者。

記者發現，平安銀行廈門分行、伊

川農商銀行、蕪湖揚子農商行等多家銀

行在11月中下旬已經召開了“開門紅”

動員會。

各大銀行對“開門紅”作出了詳細

的部署，並且組織了種類繁多的動員活

動。如平安銀行廈門分行的11位經營單

位負責人簽署了“軍令狀”；蕪湖揚子

農商行在“開門紅”啟動儀式上組織各

網點就儲蓄存款、電子銀行業務PK擂臺

賽；贛州轄內農商行還在11月下旬開展

了2021年首季“開門紅”培訓。

“與往年相比，2021年開門紅考核

任務更重、目標更高。”江西鷹潭農商

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在“開門紅”動員大

會上指出，該行新增了基礎客戶數拓展

、電子銀行業務目標，更突出了綜合管

理營銷理念。

另壹位中部省份的國有銀行客戶經理

稱，今年該行“開門紅”要求基金和保險

的銷售額比去年翻倍，存款的指標還沒出

來，但是平時存款要求就比較高，“感覺

壓力山大，賣不出去就要周末培訓，平時

每天開督導會，要表態發言，還有互動表

演。”她介紹到，互動表演就是壹個人演

客戶、另壹個人扮演營銷人員，練習話術。

送禮品、推高收益產品壹個不少
記者在12月1日走訪部分銀行網點時

看到，部分網點已經開售“開門紅”相關

產品，有的則開始預約相關產品，並表示

將於1月1日正式發售。中新經緯客戶端發

現，銀行的定期存款類產品的收益率有所

上浮，並且會以贈送禮品的形式吸引客戶

，不過多個網點仍主推銀保產品。

走入郵儲銀行某網點，大廳中擺放

著壹張桌子和兩排架子，上面擺滿了密

密麻麻的禮品，包括食用油、牙膏、雜

糧、香皂、紙巾等。

該網點工作人員介紹，近期郵儲銀

行存款利率作出了上浮調整，1年期定期利

率5萬以上為2.25%，5萬以下為2.1%。

不過，上述工作人員表示，該行主

推的是3年期利率4%和5年期利率4.5%

的產品。目前產品還在預約期，將於1

月1日正式發售，1萬元起投，並且活動

期間購買還贈送3倍積分，積分可兌換

相應的禮品。期間她拿出壹本預約名冊

，稱“這壹本都是已經預約的客戶，今

天上午還有壹個預約了50萬。”

在詢問該產品是否為存款產品時，

上述工作人員表示，該產品是和保險公

司合作的壹款分紅險，保本保2.5%收益，

這些會寫在合同裏，剩下的分紅收益會

分為低中高三檔。“我們寫的4%和4.5%

都是最低檔的，高檔的利率更高。”該

工作人員說。

在工商銀行某網點，記者在宣傳板上

同樣看到，“開門紅”主打產品是兩款銀

保產品，壹款是躉交壹次性存入5年，產

品利率為4.5%，另壹款3年期交產品，復

利3.5%，均為12月1日起正式開賣。

相關工作人員介紹，第壹款產品合

作的保險公司不同，保底收益率在

2.3%-2.7%，還有壹部分是分紅收益；另

壹款產品交費期滿後可以繼續存放，按

保額來提供復利。

“保險的任務比較重，而且保險產

品保本，不會傷害客戶，現在理財產品

還可能虧本，客戶有的不接受。”某國

有銀行的壹位客戶經理告訴記者。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大智

指出，受疫情影響，今年銀行面臨較大

經營壓力，為了彌補全年損失的利潤，

基於整體經營的考量，銀行加大對“開

門紅”的考核力度也是正常的現象。他

表示，開門紅的重要指標就是創收，存

款和理財創收少，保險、基金等產品對

銀行的中收貢獻較大，銀行更為重視此

類產品的營銷。

“年底對於很多人來講都是特殊的時

點”，黃大智解釋稱，發年終獎、發工資

、農民工返鄉等等會帶來大量資金，很多

銀行的開門紅活動會特意選擇元旦或者小

年作為活動起售點，甚至去火車站等客流

量較大的地方布置展位營銷。

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黃大智建

議，開門紅時期應警惕“飛單”，同

時要註意銀保產品的保底承諾是否寫

在合同中以及自身的風險偏好是否匹

配該產品等。

洋垃圾禁入將有效減輕生態壓力
綜合報導 固體廢物雖然成本低，可以獲得壹

定的再生資源，但終究是環境汙染源，除了直接汙

染，還經常以水、大氣和土壤為媒介汙染環境。在

補充低價原料的同時，進口固體廢物也給環境帶來

了不小壓力。

繼生態環境部會同相關部門聯合發布禁止固體

廢物進口的公告後，近日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

學品司司長邱啟文再次明確，自2021年1月1日起

，我國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體廢物。

從定義上來看，固體廢物是指在生產、生活和

其他活動過程中產生的，喪失原有的利用價值，或

者雖未喪失利用價值，但被拋棄或者放棄的固體、

半固體和置於容器中的氣態物品。也因此，進口固

體廢物俗稱“洋垃圾”。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既然是垃圾，我國為何還

要進口？

這得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我國工商業

快速發展，為了緩解原料不足，開始從境外進口可

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依據《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

法》規定，我國目前進口較多的固體廢物主要包括

廢塑料、廢紙、有色金屬、廢鋼鐵、廢五金、冶煉

渣、廢紡織原料、廢船舶等。

進口固體廢物最大的優點就是成本低，可以獲

得大量再生資源。以2015年為例，通過進口固體廢

物，我國可獲得再生紙約2335萬噸，再生塑料約

749萬噸，鋼鐵約482萬噸，再生鋁約166萬噸，再

生銅約167萬噸。折算下來，在源頭上可以節約原

木2102萬噸，石油1498萬噸至2247萬噸，鐵礦石

820萬噸，鋁土礦789萬噸，銅精礦833萬噸。這不

僅緩解了工業發展材料不足的矛盾，也降低了過度

開發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傷害。

但是，固體廢物終究是環境汙染源，除了直接

汙染，還經常以水、大氣和土壤為媒介汙染環境。

在補充低價原料的同時，進口固體廢物也給我國生

態環境帶來了不小壓力。

早在2017年4月份，中央深改組會議就審議通

過了《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

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簡稱《方案》)，國務院辦公

廳於同年7月份正式印發。此後，相關主管部門也

多次發文要求嚴禁洋垃圾入境，打擊洋垃圾走私。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中，也對固體廢物尤其是危險廢

物、醫療廢物汙染防治、新汙染物治理等提出明確

要求。

邱啟文表示，《方案》實施3年多來，取得了

明顯成效。《方案》細化的50項重點任務，均已

按計劃完成或持續推進，2020年底前實現固體廢物

零進口目標勝利在望。新修訂的固廢法明確規定：

國家逐步實現固體廢物零進口。今年生態環境部已

按計劃辦理了13批固體廢物進口許可證，全年審

批工作已結束。

從數據來看，我國固體廢物進口量逐年大幅減

少。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全國固體廢物進口

量分別為4227萬噸、2263萬噸和1348萬噸，與改

革前 2016 年的 4655 萬噸相比，分別減少 9.2%、

51.4%和71%。截至2020年11月15日，今年全國固

體廢物進口總量為718萬噸，同比減少41%。

如今，進口固體廢物即將成為歷史。生態環

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有關負責人表示，對於

違反相關規定，將境外固體廢物輸入境內的，根

據固廢法等法律法規，由海關責令退運，並處以

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

承運人對固體廢物的退運、處置，與進口者承擔

連帶責任。

邱啟文表示，明年起，固體廢物全面禁止進口

後，生態環境部將做好全面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相關

制度的立、廢、改工作；積極配合海關總署充分發

揮全國打擊走私綜合治理部際聯席會議機制作用，

持續開展打擊洋垃圾走私行動，依法從嚴處罰進口

固體廢物等違法行為，有效切斷洋垃圾走私供需利

益鏈。

“繼續加大對固體廢物集散地、‘散亂汙’企

業的清理整頓力度，加強固體廢物循環利用行業監

管，依法查處固體廢物加工利用行業環境違法行為

。”邱啟文說。

銀行2021年“開門紅”正式打響
銀保合作產品成主推

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3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凌晨曦

多家日資大型超市百貨近半年來強

勢登陸香港，撐起零售業“錢景”帶來

新動力。隨着消費族群和文化改變，市

面上店舖種類也改頭換面。高價商店退

場，民生百貨商店走進多個核心區。日

本 超 人 氣 驚 安 之 殿 堂 （DON DON

DONKI ）早前向在核心區承租巨舖，並

一簽就是“十年鐵約”，可能反映日資

公司“看好”未來十年八年的零售業。

不過，有學者認為，日資大型零售商已

看見香港購物風氣的轉變，過去藥妝店

林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見，大型百貨

店的購物模式自80至90年代後再次捲

土重來。

消費族群大改變 無懼十年“鐵約”

危中見機 日資百貨紛赴港開店

今年4月有報道指DON DON DONKI 向中
環皇后大道中承租一個巨舖。有市場消息

指，因業主鍾意該家“五星級租客”，故雙方一
簽就是“10年鐵約”，首2年月租入場約120萬
元，及後8年分階段加租，較前租客東方錶行的
240萬元（港元）月租下跌一半。

靈活營運 迷你日式超市疫市開張
DON DON DONKI 亦持續進軍民生區，

例如9月起承租小西灣藍灣半島商場藍灣廣場1
樓其中一個舖位，租約期為今年9月至2025年9
月，租約期長達5年，為港島區第3間分店，亦
是首間港島東分店，目標料為港島東一帶居民，
特別是藍灣半島、杏花邨等。另最新亦在山頂廣
場開設“情熱笑店”，並於12月18日開幕。以
日本屋台文化為主題，為DON DON DONKI
的全新店舖模式。

另外，恒基旗下尖沙咀美麗華商場雖然引入
了DON DON DONKI成為租客，不過發展商
也有意“另起爐灶”，早前在旗下同區中間道的
商業項目 H Zentre 開設全新超市谷辰(Guu
San)，面積大約5,000方呎。有市場人士指，該
店屬試驗性質，料為日後同系品牌UNY正式改
名而鋪路。

在9月份，一田百貨亦趁疫市於沙田區開設
新分店“KONBINI便利ストアby YATA”，定
位類似將一間超市“斬件”成為一間迷你日式超
市，加強營運的靈活度。新店位於沙田帝逸酒店
地下，佔地約3,000方呎，附近有沙田第一城以
及公共屋邨，主打“速買．速煮．速食”概念，
比起其他日式大型超市更貼近民居。

日資“出手”或因結業潮靚位湧現
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講座教授冼日明表

示，疫情維持已有接近一年時間，赴港旅客幾乎
為零，即使曾經“輝煌”的零售店也面對業績下
滑及結業，但與此同時，日式零售店及百貨店如
DON DON DONKI、一田超市，甚至最近開業
的谷辰，也趁逆市擴張。

冼日明指，日資零售商在以前就看到香港
的商機所在，但奈何之前的零售店主要做內地
旅客生意，產品以滿足內地的購物需求為主，
舖位租金均被搶高，而日資百貨店佔地面積
大，如果勉強承租，租金成本將成為最大問
題，可能連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故日資零售
商亦因此卻步。

他又指，在疫情之下許多店舖結業，整個零
售面貌已大為不同，藥妝店林立的時代已經一去
不復返。在店舖結業潮之下，租金出現大幅度下
跌，個別甚至高達七成，變相容易找到“靚
位”，這亦是日資零售商“出手”的原因之一。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香港疫情

持續反覆，經過近一年的時光，著名購物熱點
尖沙咀已“面目全非”，舖位租賃市場將進入
冰河時期。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粗略統計，海
防道、漢口道、樂道、北京道等熱門購物街
道，合共有近30間吉舖，佔該4條街道舖位總
數(176間)的約17%。不過，當市場“真空”
出現時就會有其他東西填補上，部分舖位由珠
寶名牌店轉為民生店，例如口罩概念店，其間
更有不少人大排長龍買口罩。

疫情使香港這個購物天堂變成“空城”，
正當10月底疫情有望減輕、舖市重見光明之
際，11月確診數字又再度回升，11月底單日確
診數字更一度升穿100宗，政府亦隨即再收緊
“限聚令”，街道上人流減少，僅靠每日數百
元的生意額根本無法支撐人工及租金。

口罩概念店乘勢填“真空”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走上尖沙咀客流最旺的

海防道時，發現兩邊客流已較以前更稀疏，而
店舖只餘下少量藥店及食肆，其餘已拉上大閘
甚至結業，惟獨能聚集客流的只有口罩工廠所
開設的MF Living概念體驗店。翻查資料，
Mask Factory口罩工廠以每月約20.8萬元租用
尖沙咀海防道38至40號中達大廈地下A及B

舖，建築面積約2,100方呎，屬短租形式，作為口罩銷
售及體驗店，租約期半年。

多寶旺舖董事總經理陳志寶表示，尖沙咀整體空置
率大約為13%至14%，而隨着進入租務淡季（11月至2
月），租務交投會變得更加少，而新一輪疫情爆發亦影
響租客心理，料舖位租賃市場將進入冰河時期。不過，
仍有個別民生舖搶佔一線舖位，例如尖沙咀海防道45
號地舖，建築面積約800方呎，由新租客麥蛋糕租用，
每月租金為18萬元（港元，下同），相比前租客卓悅
化妝品在2017年的續租租金60萬元下跌七成。

核心區街舖租賃幾陷停頓
不過，陳志寶指，由於新一波疫情令租客停止租

賃活動，除了上述成交之外，最旺的海防道幾乎沒有
新租務成交，而內街漢口道、北京道等也是沒有新租
賃個案，反映核心區街道的租賃市場近乎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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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海防道吉舖處處尖沙咀海防道吉舖處處。。
黎梓田 攝黎梓田 攝

▲ 圖為位於中環的驚安之殿堂 DON
DON DONKI舖面。

▶ DON DON DONKI 店內客流不少。
黎梓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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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1/18/2020

H C P H T X . O R G

(本報休斯頓訊) 方太北美於日前，
通過全球線上直播發布會的形式，正式
發布了 Pixie Air™靈風系列油煙機、
Tri-Ring大火力三環灶，三合一水槽洗
碗機三款新品，重新定義健康廚房。

方太海外事業部總經理江毅、研發
部總監陳安林、產品部部長胡國慶、研
發部高級工程師俞挺均前往現場參加了
發布會。方太美國分公司總經理李印平
、和方太加拿大總代理楊麗娟也通過視
頻送出了祝福。

發布會上，產品經理茹靜波悉心講
述了三款產品研發設計背後的故事，以
及三款產品各自的獨特性能。發布會現
場還請來了專業廚師烹飪了中西兩道菜
餚，讓觀眾親眼見證了三環灶的大火力
和靈風油煙機的靜音好效果。

方太美國已經跨入第八年，方太加
拿大也迎來了五週年慶。多年來方太一
直堅持為北美市場打造適合本土廚房的
產品。 “換一台油煙機，煥新整個廚房
”是方太對北美用戶的承諾。如今，方
太在全美擁有了超過100家的經銷商門
店，超過 100 位的合作技師，與 Lowes
， The Home Depot 等主流渠道建立合
作，在超過30個城市服務於方太用戶。

Pixie Air™靈風系列油煙機
本次發布會推出的靈風系列油煙機

搭載了獨創的WhisPower風機系統以及

3.0 代蝶翼環吸技術，成為方太北美有
史以來推出的最安靜的油煙機。真正做
到大風量，不必大聲量。

除了核心的強勁風機與靜音技術，
方太延續一貫的人性化設計理念，為用
戶帶來無與倫比的烹飪體驗。靈風系列
油煙機包含多個貼心細節設計，包括可
自動監測吸排有害氣體的智能空氣管家
系統；揮手開關機；多檔延時等（後兩
點僅適用於UQG3002型號）。

了 解 更 多 產 品 詳 情 ： UQG3002:
https://www.fotileglobal.com/us/hero/
rangehoods3002detail
UQS3001: https://www.fotileglobal.com/
us/hero/rangehoods3001detail

Tri-Ring大火力三環灶
中心精銅主爐頭採用專業三環火科 技，熱量輸出高達21,000BTU，是專業

級別的家用燃氣灶。這款新品配備有中
式圓底炒鍋支架，可以輕鬆駕馭各類中
式爆炒，配合急速點火系統，帶給用戶
絕佳的使用感。此外，熄火保護裝置可
在意外熄火時自動切斷氣源，避免廚房
燃氣洩漏，保護家庭用火安全。
了解更多產品詳情：GLS30501 https://
www.fotileglobal.com/us/hero/
cook2020detail

三合一水槽洗碗機
方太明星產品三合一水槽洗碗機，

是一款集水槽、洗碗機、果蔬清洗機為
一體的集成產品。該產品可以極大節省
空間、能源、和時間，非常適合緊湊的
快節奏現代生活。獨特的人性化台嵌式
設計避免了洗碗時的彎腰動作，對孕婦
和老人更友好。三合一水槽洗碗機的安
裝環境非常靈活，房車、家庭吧台、台
球室、迷你屋等均可安裝。

了解更多產品詳情：
SD2F-P1X
https://www.fotileglobal.com/us/hero/
insinkdishwasher2020detail.html

方太廚電在線購買：
https://shop.fotileglobal.com/

查詢方太附近經銷商：
https://www.fotileglobal.com/us/service/
dealer

方太糖城門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
詳情請洽電話: 281-201-8186。

方太北美線上發布三款新品方太北美線上發布三款新品
重新定義健康廚房重新定義健康廚房 打造清爽打造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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