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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近日，狗不理王府井店就博主“谷
岳”發布視頻評論採取不妥行為引發輿論
關注。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5日發
出聲明稱，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
王府井店加盟方的合作。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近日，一位
微博博主發布的在北京王府井狗不理餐廳
的實地探訪視頻引發網友關注熱議。視頻
中，微博博主“谷岳”對店內包子品質、
服務以及菜品價格等方面進行點評，以負
面評價為主。

該視頻發出後不久，微博賬號@王府
井狗不理店發布聲明稱，該視頻所有惡語
中傷言論均為不實信息，已經報警，要求
博主停止侵權行為並公開道歉。對此，該
博主表示視頻內容是自己的真實體驗。

狗不理集團：該店嚴重損害名譽
15日，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出

聲明稱，“狗不理王府井店”為2005年
狗不理改制前的加盟店並存續至今。該事
件發生後，狗不理集團高度重視，集團領
導率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狗不理王府井店了
解事情經過。

經了解，在未向狗不理集團報告的情
況下，狗不理王府井店面對消費者評價擅
自處理且嚴重不妥，不能代表集團官方行
為和立場。

聲明指出，由於王府井店嚴重違反了
狗不理集團企業品牌管理規定和與狗不理
集團簽訂的加盟協議相關約定，嚴重損害
了狗不理集團名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
會影響，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該
店加盟方的合作。 ■中新網

在佛山2,000平米的“天降美食王國機
器人餐廳”裏，銀色和酷炫紫粉色為

餐廳渲染了未來感十足的用餐環境。餐廳
分為快餐、中餐和火鍋三個區域。

搭1.5小時地鐵“銀髮”團“打卡”
在甜品、咖啡機器人櫥窗外，掃碼的

年輕人和小孩忙着拍照、錄影。一群從廣
州結伴而行的“銀髮”團搭了一個半小時
地鐵，只為嚐鮮機器人做的煲仔飯。在快
餐區，隔壁檔口的煲仔飯機器人是餐廳的
“人氣掌勺”，提供七款不同口味菜品的
煲仔飯，包括廣式臘味和雙椒牛肉。掃碼
下單後，在透明的櫥窗內，煲仔飯機器人
的機械臂迅速調成“工作模式”。淘米、
加水、燜煮、加菜等工序一氣呵成。

15分鐘上菜 煲仔飯香氣足
這些看似簡單的燜煮、加水、添加食

材等動作，實則是工程師們經過“台下半
年功”，轉化了逾150道程序、提供逾30
種工藝，才把名廚們的“獨門秘方”轉化
為代碼。比如，揭蓋、加水兩個動作，需
要在第幾分鐘的幾秒添加，加熱到多少度
才能保準鍋巴均勻金黃？這背後是名廚和

工程師們上千次實驗、長達10個月的磨合
的成果。

掃碼購買一份售價18元人民幣的廣式
臘腸煲仔飯，從下單到取餐用時15分鐘左
右。揭開瓦瓷蓋，香氣四溢。米飯顆粒分
明，金黃鍋巴口口香脆。店內，很多食客
的煲仔飯瓦罐碗內顆粒不剩。

而在中餐區域，抬頭就能見到的玻璃
“雲軌”送餐機器人在軌道上接單、送

菜、最終以“天降美食”的方式投遞餐
食。此外，粉麵機器人、咖啡機器人、甜
品機器人等20多款餐飲機器人各司其職，
在自己的崗位精準調製。

從設想到研發製造、系統搭建、落地
營業，千璽機器人餐飲集團的核心研發團
隊只花了一年多時間。機器人餐廳正計劃
登陸大灣區其他各個城市，同時也在急需
向大廚們“學習”烹飪其他中國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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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有一批會做煲仔飯的機

器人，它們“拜師”10位粵港名廚，

卻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出師”

了，如今已經在佛山、廣州、台山三

地開設了10家體驗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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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集團與其王府井加盟店解約。圖為該店外觀。網上圖片

■送餐機器人將餐點“從
天而降”送到顧客桌邊。

■■幾名來自廣州的幾名來自廣州的““銀髮族銀髮族””
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文森

香港力抗新冠肺炎第三波逾兩個

月以來，15日終迎來首次本地零確

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同

多名司局長 15日舉行記者會，因應香

港最近疫情持續放緩，以及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使政府更掌握香港疫情，宣

布將逐步有序放寬九類處所的防疫措

施，包括延長餐飲業務處所的堂食時

間至午夜；酒吧、浴室、公眾娛樂場

所、派對房間、夜總會、卡拉OK及泳

池等表列處所亦可有條件重開；但限

聚令則仍然維持最多 4人。新措施將

由本月 18日（周五）零時零分起生

效，為期7天至本月24日。

��(���

九類處所9‧18鬆綁 食肆堂食延至午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疫情稍為回
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健康碼作為便利出行的檢
測證明，相關的技術已準備就緒，惟關鍵是需要令外地
對香港疫情感放心，願意互相認可檢測結果，才能在減
免檢疫的情況下使用健康碼往來。通關短期內難以正常
化，令一群居於廣東省的香港長者不能回港覆診，瀕臨
“斷藥”危機，特區政府接納工聯會的建議，將委託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為約1.8萬至3.8萬名居粵的港人提供診

症，費用由特區政府支付。
林鄭月娥表示，健康碼只是一個便利市民出行的電

子檢測證明，令市民出行時可以豁免或減少14天隔離檢
疫的要求。她指出，健康碼的技術已準備好，相信有足
夠的私營化驗所提供檢測服務，價錢或可再調低，惟檢
測始終有一定成本，不能無限壓低。

林鄭月娥坦言，健康碼不是特區政府單方面想“說
推就推”，關鍵在於其他地區對香港的疫情有沒有信
心，將香港視為低風險地區，從而願意互相認可檢測結
果、做到豁免檢疫。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努力爭取，向內
地、澳門，以至其他地區解釋香港疫情情況。

短期內通關無期，林鄭月娥特別提及居住在廣東的
醫管局長期病患者，估計有約1.8萬至3.8萬名港人因口
岸控制關係而未能回港覆診。雖然工聯會每星期有800
個由香港送藥到內地的名額，但是病人長期沒有覆診，
單靠重複配藥並不穩妥。故此，她建議委託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為長期居於廣東的患者提供覆診等跟進服務，相
關費用由特區政府支付，稍後會在財委會申請撥款。

居粵港人深覆診 港府付費免“斷藥”

九類處所九類處所 99‧‧1818鬆綁鬆綁
放 寬

處所

食肆

電影院

健身中心

重 開
處所

酒吧或酒

館

派對房間

夜店或

夜總會

卡拉OK

主題公園

泳池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最新措拖

堂食時間延至午夜12時前，但入
座率不得超過50%、每張枱距離
多於1.5米等維持不變
入座率不得超過75%，但同一行
不可有連續超過 4張座椅被佔用
每一健身站、器械或器材不能容
納多於4人，連教練在內每個訓練
小組或課堂不得超過 4人

最新措拖

同桌不得超過2人

除飲食時外必須一直佩戴口罩，
每個房間不得多於4人，每次使用
前須清潔和消毒；波波池須關閉
顧客不得超過通常座位一半，同
桌不得有超過2人，不得表演或跳
舞
除飲食外必須一直佩戴口罩，每間
房間不得多於4人，每次使用前須
清潔和消毒
入場人數不得超過容納量的一
半，只可在室外表演
除游泳、淋浴、與他人保持至少
1.5米距離情況下熱身外須佩戴口
罩，入場人數不得超過容納量一
半，每個小組不得超過4人，小組
之間的距離至少為1.5米

海園首晚預約 5假日爆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閉園約兩

個月的香港海洋公園周五（18日）重開，
15日晚開放網上預約系統，旋即掀起預約
潮，6天的預約名額包括重開當日、9月最
後兩個星期六日，以及10月1日國慶假期額
滿。至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則暫時未有重開時
間表，園方表示會適時公布。
海洋公園表示，為確保訪客、員工和

動物的健康及安全，將根據政府指引，繼續
實施嚴格防疫措施，讓訪客保持安全社交距
離，措施包括訪客除獲豁免人士外，需預先
於網上登記入場；個別機動遊戲及設施的客
容量減低最少一半，室外劇場亦會減低客容
量至一半，並採取隔行入座措施。
同時，所有訪客及員工進入公園前均

須量度體溫及在園內佩戴口罩；設施出入口
增設消毒搓手液機及所有動物展館入口區設
消毒地毯及消毒搓手液機；輪候區以顏色膠

帶貼在地面指示，區隔每組訪客；定期為主
要設施噴灑納米光觸媒塗層，並每一至兩小
時清潔消毒；所有冷氣過濾裝置噴灑消毒
劑，以殺滅病毒與細菌，減低空氣傳播機
會；以及所有“與動物親上加親”活動暫停
等。

每天17時預約未來14天
公園重開後不設休園日，開放時間為

平日朝十晚六，周末及公眾假期則為朝十晚
七。15日晚7時起於官網接受重開日至下月
1日的預約，三小時已搶空6天的配額。由
重開當日起，系統會於每天下午5時開放未
來14天的名額供預約，年底前亦會推出多
項香港人優惠。
香港迪士尼樂園則表示，會遵循衞生

部門的指引，準備重開，同時會繼續留意疫
情發展，適時公布重開日期。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15日於記者會
上表示，基於疫情持續放緩並漸趨穩定，

加上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亦找出不少社區內的隱形
患者，因此決定於本周五起延長餐飲業務處所的
堂食時間至午夜；酒吧或酒館、浴室、主題公園
和展覽場所在內的所有公眾娛樂場所、派對房
間、夜店或夜總會、卡拉OK場所及泳池等過去
三個階段未能開放的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亦可
重開。
港府亦會放寬現時適用於部分表列處所的限

制，包括在健身中心及體育處所內佩戴口罩及小
組安排的限制，但必須嚴格執行適當的預防感染
控制措施。不過，限聚令則仍然維持最多4人，
佩戴口罩的規定亦持續。
她強調，在考慮了應對第三波疫情的經驗以

及本地的實際情況後，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將無法
讓社交距離措施放寬至6月時的程度，“在下一

波疫情出現時，我們會以一個更具針對性的模式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讓社會在應對疫情的同時可
盡量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常活動。”
自第三波疫情以來，酒吧業一直處於停擺狀

態近兩個月，位於尖沙咀的一間酒吧已作好準
備，以抗菌塗層抹拭吧枱和設備，吧枱座位更以
每兩個一組排列，並會放置透明板分隔。

酒吧要填健康表
有酒吧業中人表示，會要求客人填寫健康申

報表，周四會安排員工回店舖作復業前準備，但
對於重開後每枱的客人不可多於兩人，加上營業
時間縮短，對於生意不太樂觀，料只可回復約
30%生意額。
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估計重開後營

業額只能及以往一半，希望政府放寬營業時間限
制，“其實只夠交租金予業主，繼續要靠政府保

就業計劃支薪予員工，如果可營業至凌晨2時，
估計生意額至少多20%至30%。”

K歌要戴口罩
卡拉OK每間房不得超過4人，除飲食外

要戴口罩。Red MR卡拉OK負責人劉小姐表
示，卡拉OK場所相對是很安全的地方，因至
少有獨立房間，但由於限制最多4人一間房，
因此接近一半房間都不能坐足原本房間容
量，生意額會被拖低。有市民表示，已經很久
沒有相約朋友出街，打算本周五一起到卡拉OK
消遣，並會注重個人衞生及做好防護措施。
至於體育場所及公眾泳池等都可以重開，

大部分時間毋須戴口罩，惟仍有巿民擔心有感
染風險，故暫時不會去游水，“泳池（游泳）
一定要脫口罩，希望再過多兩個星期看看情
況，疫情很難說。”

◀◀▲▲食肆堂食肆堂
食將會放寬食將會放寬
至午夜至午夜。。酒酒
吧亦重開吧亦重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港府接納工聯會月初的建議港府接納工聯會月初的建議，，將委託港大深圳醫將委託港大深圳醫
院為居粵的港人提供診症院為居粵的港人提供診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第三波疫情放緩 首迎本地零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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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近日，狗不理王府井店就博主“谷
岳”發布視頻評論採取不妥行為引發輿論
關注。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5日發
出聲明稱，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
王府井店加盟方的合作。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近日，一位
微博博主發布的在北京王府井狗不理餐廳
的實地探訪視頻引發網友關注熱議。視頻
中，微博博主“谷岳”對店內包子品質、
服務以及菜品價格等方面進行點評，以負
面評價為主。

該視頻發出後不久，微博賬號@王府
井狗不理店發布聲明稱，該視頻所有惡語
中傷言論均為不實信息，已經報警，要求
博主停止侵權行為並公開道歉。對此，該
博主表示視頻內容是自己的真實體驗。

狗不理集團：該店嚴重損害名譽
15日，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出

聲明稱，“狗不理王府井店”為2005年
狗不理改制前的加盟店並存續至今。該事
件發生後，狗不理集團高度重視，集團領
導率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狗不理王府井店了
解事情經過。

經了解，在未向狗不理集團報告的情
況下，狗不理王府井店面對消費者評價擅
自處理且嚴重不妥，不能代表集團官方行
為和立場。

聲明指出，由於王府井店嚴重違反了
狗不理集團企業品牌管理規定和與狗不理
集團簽訂的加盟協議相關約定，嚴重損害
了狗不理集團名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
會影響，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該
店加盟方的合作。 ■中新網

在佛山2,000平米的“天降美食王國機
器人餐廳”裏，銀色和酷炫紫粉色為

餐廳渲染了未來感十足的用餐環境。餐廳
分為快餐、中餐和火鍋三個區域。

搭1.5小時地鐵“銀髮”團“打卡”
在甜品、咖啡機器人櫥窗外，掃碼的

年輕人和小孩忙着拍照、錄影。一群從廣
州結伴而行的“銀髮”團搭了一個半小時
地鐵，只為嚐鮮機器人做的煲仔飯。在快
餐區，隔壁檔口的煲仔飯機器人是餐廳的
“人氣掌勺”，提供七款不同口味菜品的
煲仔飯，包括廣式臘味和雙椒牛肉。掃碼
下單後，在透明的櫥窗內，煲仔飯機器人
的機械臂迅速調成“工作模式”。淘米、
加水、燜煮、加菜等工序一氣呵成。

15分鐘上菜 煲仔飯香氣足
這些看似簡單的燜煮、加水、添加食

材等動作，實則是工程師們經過“台下半
年功”，轉化了逾150道程序、提供逾30
種工藝，才把名廚們的“獨門秘方”轉化
為代碼。比如，揭蓋、加水兩個動作，需
要在第幾分鐘的幾秒添加，加熱到多少度
才能保準鍋巴均勻金黃？這背後是名廚和

工程師們上千次實驗、長達10個月的磨合
的成果。

掃碼購買一份售價18元人民幣的廣式
臘腸煲仔飯，從下單到取餐用時15分鐘左
右。揭開瓦瓷蓋，香氣四溢。米飯顆粒分
明，金黃鍋巴口口香脆。店內，很多食客
的煲仔飯瓦罐碗內顆粒不剩。

而在中餐區域，抬頭就能見到的玻璃
“雲軌”送餐機器人在軌道上接單、送

菜、最終以“天降美食”的方式投遞餐
食。此外，粉麵機器人、咖啡機器人、甜
品機器人等20多款餐飲機器人各司其職，
在自己的崗位精準調製。

從設想到研發製造、系統搭建、落地
營業，千璽機器人餐飲集團的核心研發團
隊只花了一年多時間。機器人餐廳正計劃
登陸大灣區其他各個城市，同時也在急需
向大廚們“學習”烹飪其他中國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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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有一批會做煲仔飯的機

器人，它們“拜師”10位粵港名廚，

卻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出師”

了，如今已經在佛山、廣州、台山三

地開設了10家體驗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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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集團與其王府井加盟店解約。圖為該店外觀。網上圖片

■送餐機器人將餐點“從
天而降”送到顧客桌邊。

■■幾名來自廣州的幾名來自廣州的““銀髮族銀髮族””
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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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

布的8月工業、投資和消費數據均

創下年內新高，其中工業增速已接

近去年平均水平，消費增速則為年

內首度轉正，顯示在疫情受控、外

需持穩、政策支持之下，中國經濟

走上正軌，恢復接近至疫前水平。

國家統計局預計，三季度經濟增速

較二季度可能明顯加快。

中國上月消費增速年內首轉正
汽車消費是主因 規模上工業增加值增5.6%接近上年平均水平

數據顯示，工業產業加速超預期，8月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6%，較上月加快0.8個百分點，增速接
近上年平均水平，並帶動1月-8月累計增
速由負轉正，同比增長0.4%。

基建投資回到去年同期水平
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也實現

年內首次正增長，同比增長0.5%，較7月
提高1.6個百分點。拉動消費的最主要因素
仍是汽車消費，線下、服務性消費也繼續改
善，但汽車之外消費同比下降0.6%，仍未
轉正。投資改善亦符合預期，1月-8月累計
同比降幅收窄至0.3%，房地產投資連續三
個月正增長，基建投資基本恢復到去年同
期水平，市場普遍預計1月-9月投資增速
有望轉正。

另外，經濟復甦帶動就業形勢改善，8
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微降至5.6%，但大學生
等重點群體就業壓力仍大，20歲-24歲大專
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高於去年同期5.4個
百分點，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也連續三
個月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或反映返城農民
工就業不佳。

預計三季度增速明顯加快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國新

辦發布會上表示，8月經濟保持穩定復甦態
勢，出現了不少積極變化，物價保持總體
穩定，就業形勢向好。“如果9月份這種
態勢能夠延續的話，三季度增速會比二季
度明顯加快。”

付凌暉指出，需求回升、投資加快、
消費恢復對整個經濟的帶動在逐步增強，
但下半年仍面臨一些風險因素，經濟外部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國內存在復甦
不平衡的狀態，下階段還要落實好“六穩
六保”的政策措施，促進經濟的穩定恢
復。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認為，8
月經濟強勁復甦，受到多重因素推動，既
有洪澇消退後的生產、需求釋放，也有國
內外疫情分化下國內消費和出口的回升，
以及前期政策的滯後反應。往後看，經濟
復甦的趨勢還會延續。

市場普遍預期，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
回升到5%-6%，二季度為3.2%。宏觀政策
上，專家預計，宏觀調控處於觀望模式，
收回已出的寬鬆刺激措施為時尚早，但下
半年繼續加碼的可能性也較低，今年底可
能不會有全面降準降息。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0.5%，年內首次轉正。針對久違的消費正增
長，可以清晰看到，企業復商復市進程在繼
續加快。官方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截至8月
下旬，達到正常經營水平80%及以上的批發

和零售業企業比例比7月下旬提高3.1個百分點；達到正常經
營水平50%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比例比7月下旬提高
7.6個百分點。

特別是疫情全面受控之後，電影和旅遊，這兩塊接觸性
消費的支撐作用尤為明顯。“七夕”單日票房超過5億元人
民幣，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但也應冷靜地看到，1月-8月消費累計下降8.6%，消費總
額年內恢復到去年水平（即零增長）仍困難重重。

近期宏觀經濟指標呈現全面向好恢復的態勢，但這些以
反映“規模以上”企業為主的常規統計數據，並未反映出經
濟全貌。大量小微企業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擊，企業倒閉、
歇業、裁員、減薪普遍，影響就業和居民收入。大數據顯
示，疫情以來，高收入居民的消費所受影響有限，中低收入
居民的消費呈較大幅度負增長，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間
收入和消費的差距正在急劇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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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交通
銀行15日發布預測稱，隨着生產和需求
的同步改善，中國經濟三季度有望回升
到中高速增長。亞洲開發銀行（亞行）
同日亦發布中國經濟分析報告，認為中
國的消費將在今年逐步復甦，並在2021
年重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亞行：明年增長率7.7%
中國當日公布了工業增加值、服

務業、消費、房地產投資等一系列經
濟數據。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員唐建偉稱，數據表明7、8月份
中國經濟穩中回暖趨勢明顯，工業和
服務業生產加快、投資和消費需求逐
漸恢復，綜合判斷，9月份中國經濟有
望延續復甦態勢，三季度經濟回暖勢
頭較強，有望實現中高速增長。

“在強勁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支
持下，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20年第一
季度的大幅收縮後開始反彈，在第二
季度實現了3.2%的增長”，亞行首席
經濟學家澤田康幸表示。亞行對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為7.7%，較4
月份的預測提高了0.4個百分點。

2020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遭受重
創，只有投資對增長有所貢獻。亞行
分析，2020年上半年投資為中國的經
濟增長貢獻了1.5個百分點，預計在今
年剩餘時間內投資仍將成為主要的增
長動力，消費將在今年逐步復甦，並
在2021年重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
要驅動力。

穆迪：評級展望“穩定”
“中國15日公布的最新經濟數據

好於預期”，FXTM富拓市場分析師
陳忠漢說：“這些數據突顯出後疫情
時期中國經濟的穩步復甦”。

陳忠漢稱，4月以來中國工業產值
同比持續增長且國內消費逐步回升，
進一步支持中國擺脫疫情的負面影
響，這也表明任何經濟體要改善復甦
前景，牢牢控制住疫情至關重要。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近日再次將
中國的評級展望評為“穩定”，關鍵
支持因素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使中國
有能力緩解一些不利因素導致的信用
風險。

穆迪認為，中國的經濟活動將逐
步好轉，由於外部需求等一些驅動因
素的趨弱，因此經濟增速主要將取決
於居民消費推動增長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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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99月月11日日，，休斯敦休斯敦J&H Dance SchoolJ&H Dance School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
慧來到休斯敦市中心的牆畫中找尋舞蹈的靈感慧來到休斯敦市中心的牆畫中找尋舞蹈的靈感。。牆壁上一排頭像被牆壁上一排頭像被
玫瑰代替的寫意芭蕾舞群舞演員彷彿在為漂浮凌空的曉慧老師伴舞玫瑰代替的寫意芭蕾舞群舞演員彷彿在為漂浮凌空的曉慧老師伴舞
，，休斯敦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休斯敦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終於從藝術沙漠變成藝術之都終於從藝術沙漠變成藝術之都。。

20202020年年99月月55日下午日下午22時時，，Delta Financial ServicesDelta Financial Services副總裁萬副總裁萬
果果(Coco Wan)(Coco Wan)通過視訊主講教育基金通過視訊主講教育基金，，解答市場上有哪些教育計劃解答市場上有哪些教育計劃
，，529529計劃有哪些利弊計劃有哪些利弊，，IULIUL的的CostCost是不是很高是不是很高，，教育金存儲的具體教育金存儲的具體
做法做法，，低率時代如何進行家庭資產稅務配置等華人關心的問題低率時代如何進行家庭資產稅務配置等華人關心的問題，，很很
受歡迎受歡迎。。

20202020年年99月月99日中午日中午，，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雄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雄(AASFH)(AASFH)送餐活動負送餐活動負
責人陳宇雯責人陳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將將Airi Poke RamenAiri Poke Ramen餐廳製作的餐廳製作的7676盒精美盒精美
午餐盒飯捐贈給午餐盒飯捐贈給HCA Medical CenterHCA Medical Center –– KingwoodKingwood在搶救新冠病人在搶救新冠病人
的第一線醫護人員的第一線醫護人員。。疫情以來疫情以來，，休斯敦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休斯敦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
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

20202020 年年 99 月月，，由著名房地產經紀人由著名房地產經紀人
Ada Yan WangAda Yan Wang推出的位於加爾維斯頓推出的位於加爾維斯頓
入到大橋外入到大橋外 II4545 高速公路第四號出口高速公路第四號出口
的蒂基島的蒂基島(Tiki Island)(Tiki Island)小漁村海景別墅小漁村海景別墅
正式上市正式上市，，恰巧為今年恰巧為今年22月舉辦世界月舉辦世界
名人網藝文小聚活動名人網藝文小聚活動、、接待過無數中接待過無數中
外名人的故居外名人的故居。。蒂基島家家有遊船蒂基島家家有遊船，，
是有威尼斯水鄉一樣水天一色是有威尼斯水鄉一樣水天一色、、風光風光
無限的世外桃源無限的世外桃源，，是大休斯敦地區少是大休斯敦地區少
有的上流社區雲集的風情小鎮有的上流社區雲集的風情小鎮。。

大休斯敦地區新冠疫情終於減緩了上升的腳步大休斯敦地區新冠疫情終於減緩了上升的腳步，，由紅色轉為橘色由紅色轉為橘色
。。 20202020年年99月月1313日日，，休斯敦發明家劉用緯夫婦受邀來到著名收休斯敦發明家劉用緯夫婦受邀來到著名收
藏家朱老王位於斯塔福的收藏室欣賞名人字畫藏家朱老王位於斯塔福的收藏室欣賞名人字畫，，做小規模藝術互做小規模藝術互
動動。。

20202020年年99月月1515日中午日中午，，20202020年年99月月99日中午日中午，，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亞裔社區支持一線英
雄雄(AASFH)(AASFH)送餐活動負責人陳宇雯送餐活動負責人陳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將大四川將大四川888888 BistroBistro
餐廳製作的餐廳製作的 5050 盒精美午餐盒飯捐贈給盒精美午餐盒飯捐贈給 HCA Medical CenterHCA Medical Center ––
Clear LakeClear Lake在搶救新冠病人的第一線醫護人員在搶救新冠病人的第一線醫護人員。。疫情以來疫情以來，，休斯敦休斯敦
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亞裔社區共捐贈了超過一百多萬的醫護用品和餐飲。。

20202020年年99月月1414日日，，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Ms TexasMs Texas桂桂
冠的舞蹈家冠的舞蹈家、、演員演員、、詞作者詞作者Eileen DongEileen Dong來到剛剛重來到剛剛重
新開幕的新開幕的 Houston CityPlace Marriott at SpringwoodsHouston CityPlace Marriott at Springwoods
VillageVillage，，由阿甦攝影工作室由阿甦攝影工作室(Simon Suen Studio)(Simon Suen Studio)著名著名
攝影家攝影家Simon SuenSimon Suen拍攝外景拍攝外景，，為慈善事業做貢獻為慈善事業做貢獻。。

20202020 年年 99 月月 1515 日日，，陳宇雯陳宇雯 Yvonne ChenYvonne Chen來到位於太空中心東南小鎮來到位於太空中心東南小鎮
DickinsonDickinson的金輝中越餐廳的金輝中越餐廳(Sesame Hous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Res(Sesame Hous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Res--
taurant)taurant)看望相識看望相識2020多年的東主多年的東主。。金輝餐廳恰巧位於著名聖誕燈展的金輝餐廳恰巧位於著名聖誕燈展的
Dickonson BayouDickonson Bayou上的上的Paul HopkinsPaul Hopkins公園的正對面公園的正對面，，風水極好風水極好，，雖然山雖然山
清水秀清水秀，，依然車水馬龍依然車水馬龍，，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均被評為五星餐廳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均被評為五星餐廳。。

時機無分好壞，投資命運盡在⾃⼰⼿中

         在買賣房⼦的時候，不管是投資還是⾃住，⼤家都會談論⼀個神秘的「時

機」。其實每個⼈對它的定義都不⼀樣，所謂最好的時機，就是投資慾望，加

上符合⾃⼰需求的房產。⽽在旺季時不⼀定如⿂得⽔，在淡季時也不⼀定⼀無

所獲。我們無法坐時光機回頭，也無能⼒控制市場，唯⼀可控制的便是⾃⼰的

錢包和⼤腦。所以在遇到對的房⼦前，我們必須在經濟和知識⽅⾯裝備好⾃

⼰，待「時機」到了，便能隨⼼⽽⾏。

 

       夏天是地產的熱⾨時期，秋天是相對較淡的秋市(fall market)。事實上，沒

有⼀個買房或賣房的時機是壞時機，只要你的房地產經紀⼈有⾜夠的專業知識

做好分析、引導投資者切⼊市場⻆度，不管是旺季(hot season)還是⾮旺季

(slow season)，都能針對客戶需求，找到對適合⾃⼰的的房產品，如此⼀來，

就不擔⼼是好時機還是壞時機了。

 降息進場升息離⼿？先了解利息與房地產的關聯

         社會與各個產業環環相扣，在房地產業中，也牽扯不少政治因素，例如聯

總會的決定，當中利息的升降對產品價格及消費者的購買⼒都息息相關。每逢

宣布加息，都引起兩種投資者的恐慌。第⼀種是因為⼤家都想趕在利息上漲前

⼊⼿，但投資者容易忽略評估⾃⾝狀況這⼀步，在⾏動前已扛著租約、房貸的

負擔，這時候⼼急如焚，只會亂了腳步，甚⾄得不償失。另外，加息會造成⼀

部分投資者購買⼒下降，對於房屋貸款的數⽬有直接的影響，皆因升息以後，

貸額增加導致可負擔能⼒減少，預算不夠，⾃然購買計劃就暫緩了。

         降息的話，固然是好消息，但不代表可以放鬆。這個情況下，進場買房⼦

的⼈較利多，每1%的降息都帶⼤概11%的購買⼒，此時在同樣的貸款下，房價

的增值也會帶來⻑期的好處。

         華⼈的思考習慣傾向直線思考，對於以上的情況，通常會把重⼼放在利益

上⽽忽略其他細節。其實無論升降息，任何時間點都是好時機，只要學會相關

性思考，就能在任何時候做出正確的決定。

 易地⽽處，⽅能⾃利利他
        投資最重要的是⾃⼰的錢包，在房地產買賣最終看到的雖然只有⼀筆市場

價，但是在成交的過程所牽涉到的房屋問題，如材料、結構等，都會影響這筆

錢的數⽬。遇過天災或有地基結構問題的房⼦通常都會被折價賣出，若屋主未

有重新整修的考慮就把房⼦掛出去，此時願意接受問題的買家也因為要承受過

度期的緣故，會把房價壓的很低，甚⾄⽐整修費還低出很多。如此⼀來，所謂

「殺頭⽣意有⼈做，賠錢⽣意沒⼈做」，房⼦硬件未準備好，距離買家⼼中的

新家更遙遠，這代價⾃然要由賣家負擔了。同樣地，當我們會異位思考，把房

⼦準備妥當迎接新主⼈，就不擔⼼不能如願以償。

       我們認為重要的是⾃⼰的看法， 經紀⼈眼裡不能只有回扣問問題，⽽需要

實事求是，更精進的助客⼈應對不同情況下的投資環境，充分展現經紀⼈應有

的專業操守，滿⾜客戶要求。

找不到⼊市良機？重要的是⾃⼰的看法

Q許多投資者都習慣瞻前顧後，往往回頭看時便⼼疼錯

過的好時機，你是否常跟他們⼀樣為⼀個良機煩惱⽽

遲遲未下決定？到底如何切⼊市場才是最好的⽅式？

聯⽲地產 Josie Lin 為我們解答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RE/MAX United 聯⽲地產負責⼈
RE/MAX  Life Time Achievement 終⾝成就獎得主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九 )

聯⽲地產中國城 Houston China Town：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Email: JosieLinTeam@gmail.com

"最好的時機 = 投資慾望+符合⾃⼰需求的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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