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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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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新冠疫苗進展得益於新冠疫苗進展
的利好消息的利好消息，，上周道瓊斯工業指數首次突破上周道瓊斯工業指數首次突破3030,,
000000點大關點大關，，並有望取得自並有望取得自19871987年年11月以來的月以來的

最佳月度漲幅最佳月度漲幅。。標普標普500500和和RussellRussell 20002000指數指數
也都創下新的歷史高位也都創下新的歷史高位。。疫苗對股市的利好消疫苗對股市的利好消
息和迅速增加的息和迅速增加的COVID-COVID-1919病例相互博弈病例相互博弈，，會會
使接下來的市場短期波動使接下來的市場短期波動，，但股票的長期前景但股票的長期前景
仍然樂觀仍然樂觀。。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991029910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22..22%%，，年漲幅年漲幅
44..88%%），），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6383638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22..33%%，，年漲幅年漲幅1212..66%%），），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220612206點點（（週跌幅週跌幅33%%
，，年漲幅年漲幅3636%%）。）。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道指道指3030,,000000：：具有像徵意義還是具有像徵意義還是

重要意義重要意義？？
上周道瓊斯指數達到上周道瓊斯指數達到3030,,000000點里點里

程碑的消息令所有投資者都很振奮程碑的消息令所有投資者都很振奮。。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數字對投資這個數字對投資
者意味著什麼者意味著什麼？？使市場達到這一水平使市場達到這一水平
的根本因素比數字本身更為重要的根本因素比數字本身更為重要。。反反
思道瓊斯增長歷史思道瓊斯增長歷史，， 在在19991999年年33月月
達到達到1010,,000000點點，，20172017年年11月達到月達到2020,,
000000點點，， 20202020年年1111月達到月達到3030,,000000點點
。。

就數量本身而言就數量本身而言，，3030,,000000道瓊斯道瓊斯
指數不比指數不比2929,,928928或或3030,,169169重要重要。。道道
瓊斯指數在瓊斯指數在19991999年首次突破年首次突破1010,,000000
點時大張旗鼓點時大張旗鼓，，但隨後幾年又多次在但隨後幾年又多次在

該數值上下波動該數值上下波動，，並在並在20102010年最後一次觸及年最後一次觸及
1010,,000000點點。。自自20182018年首次達到年首次達到2525,,000000點以來點以來
，，這一點位已經被突破了數十次這一點位已經被突破了數十次，，包括最近的包括最近的
六月六月。。市場指數的水平可以作為歷史的衡量指市場指數的水平可以作為歷史的衡量指
標標，，但這與市場的未來走勢並沒有特別的關係但這與市場的未來走勢並沒有特別的關係

。。
就幅度而言就幅度而言，，道瓊斯指數上道瓊斯指數上11,,000000點的變量點的變量

並不像從前那樣具有里程碑意義並不像從前那樣具有里程碑意義。。如今如今，，每波每波
動動11,,000000點點，，道指波動僅超過道指波動僅超過33％％。。而十年前而十年前，，
這是這是1010％的波動％的波動。。在在2020年前的科技泡沫崩潰時年前的科技泡沫崩潰時
，，道瓊斯指數從最高點下跌了道瓊斯指數從最高點下跌了44,,400400點點，， 熊市熊市
下跌下跌3838％％。。相比相比，，道指在今年過去的五個月中道指在今年過去的五個月中
上漲了上漲了44,,400400點點。。

就市場表現而言就市場表現而言，，道指突破道指突破3030,,000000點大關點大關
是非常積極的是非常積極的。。儘管具體數字不太重要儘管具體數字不太重要，，但該但該
水平表示了股市的實力和投資者的信心水平表示了股市的實力和投資者的信心。。更令更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道指僅在過去八個月中就增長人印象深刻的是道指僅在過去八個月中就增長
了了6161％％，，年初至今的回報率為年初至今的回報率為55％％，，自自33月底的月底的
低點以來上漲了近低點以來上漲了近1212,,000000點點。。

就未來而言就未來而言，，有理由保持樂觀和現實有理由保持樂觀和現實。。疫疫
情危機的深度回升推動了情危機的深度回升推動了3030,,000000的上升的上升，，最新最新
的推動力來自令人鼓舞的疫苗新聞的推動力來自令人鼓舞的疫苗新聞。。儘管在未儘管在未
來幾個月中來幾個月中，，COVIDCOVID新案例可能增加新案例可能增加，，某些地某些地
區可能重新關閉區可能重新關閉，，但股市上漲反映出人們對明但股市上漲反映出人們對明
年及以後的預期年及以後的預期，，這為長期的市場表現奠定了這為長期的市場表現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堅實的基礎。。未來道瓊斯指數最終會達到未來道瓊斯指數最終會達到4040,,
000000，，儘管到那一點並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儘管到那一點並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投投
資者無需過多關注市場指數的里程碑資者無需過多關注市場指數的里程碑，，而是要而是要
根據自身目標做好組合根據自身目標做好組合，，諮詢專業人士建議諮詢專業人士建議，，
使自己的投資組合處於最佳位置並實現自己的使自己的投資組合處於最佳位置並實現自己的
投資里程碑投資里程碑。。

1111月確診病例超月確診病例超400400萬萬
創單月最高紀錄創單月最高紀錄

(本報訊) 美國11月份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已超過400萬例，是10月份病例數的兩倍多，再次
刷新單月確診病例最高值。

美國專家預計，病例數急劇上升的趨勢在在未
來幾週很可能會繼續下去，甚至激增的速度還會更
快。

上週正值美國的公共假期，同時又迎來一年一
度的購物促銷季。據報道，過去一週全美有超過
600萬人乘飛機旅行。購物促銷日那天，大批的民
眾在商場“血拼”。

與此同時，過去的一週，全美有26個州的住
院人數刷新紀錄。特別是28日當天，美國新冠肺
炎住院人數單日達到91635人，為美國疫情暴發以
來的最高值。美國媒體紛紛將這一週稱為疫情“超
級傳播”時間。

美國病例仍在“無休止”地激增，這讓美國公
共衛生專家和醫務人員都十分焦慮。有醫生表示，
目前美國的疫情就像是一場50州同時經歷的自然
災害。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的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的
總統當選人拜登的私人醫師週日表示總統當選人拜登的私人醫師週日表示，，拜登與家中一拜登與家中一
隻德國牧羊犬戲耍時摔倒隻德國牧羊犬戲耍時摔倒，，損傷了腳骨損傷了腳骨，，足部出現細足部出現細
微骨裂微骨裂，，恐怕要穿上固定鞋數週恐怕要穿上固定鞋數週，，影響他的外出行動影響他的外出行動
。。

拜登辦公室發布聲明指出拜登辦公室發布聲明指出，，意外發生在周六玩狗意外發生在周六玩狗
，，現年現年7878 歲的拜登於週日找骨科醫師照歲的拜登於週日找骨科醫師照XX光並做光並做CTCT
斷層掃描斷層掃描。。

醫生們起初認為拜登只是扭傷了腳踝醫生們起初認為拜登只是扭傷了腳踝，，但行走有但行走有
些困難些困難，，還是指示對傷處做了額外的還是指示對傷處做了額外的CTCT掃描掃描。。

拜登個人醫師拜登個人醫師Kevin O'ConnorKevin O'Connor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
““在後續在後續CTCT斷層掃描中確認有細微骨裂斷層掃描中確認有細微骨裂......他有可能得他有可能得
戴上固定鞋數週時間戴上固定鞋數週時間。”。”該聲明由拜登辦公室發出該聲明由拜登辦公室發出。。

美國主流媒體指出在美國主流媒體指出在1111月月33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
，，拜登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拜登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但到目前為止還未獲得但到目前為止還未獲得
各州的認證各州的認證，，也未得到聯邦總統選舉委員會的認可也未得到聯邦總統選舉委員會的認可，，特朗普總統特朗普總統
也從來沒有表明失敗也從來沒有表明失敗。。民主黨現在正面臨各搖擺州的選舉舞弊聽民主黨現在正面臨各搖擺州的選舉舞弊聽
證會證會、、鮑威爾和林伍德對佐治亞州和密西根州的指控鮑威爾和林伍德對佐治亞州和密西根州的指控、、以及特朗以及特朗
普競選團隊提交聯邦最高法院的訴訟普競選團隊提交聯邦最高法院的訴訟。。如果特朗普競選團隊在聯如果特朗普競選團隊在聯
邦最高法院的訴訟失敗邦最高法院的訴訟失敗，，拜登能夠獲得選舉委員會的認證拜登能夠獲得選舉委員會的認證，，他將他將
在在11月月2020日成為美國曆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日成為美國曆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因此因此，，他的健康狀他的健康狀
況受到盟友及對手的密切關注況受到盟友及對手的密切關注。。

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看到拜登就醫出來顛簸行走的視頻後發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看到拜登就醫出來顛簸行走的視頻後發
布推文布推文，，祝福拜登祝福拜登““早日康複早日康複”。”。

隨後隨後，，特朗普又發布推文特朗普又發布推文：“：“民主黨在全美遭受了除總統外民主黨在全美遭受了除總統外
的慘重選舉失敗的慘重選舉失敗。。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 所有州議會都贏了所有州議會都贏了，，在華盛頓我在華盛頓我
們做得很好們做得很好。。 因此因此，，我領導了這項重大的沖刺我領導了這項重大的沖刺，，而我是唯一輸而我是唯一輸
了的人嗎了的人嗎？？ 不不，，那是行不通的那是行不通的。。 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欺詐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欺詐，，是一是一
次被操控的選舉次被操控的選舉！！

““賓夕法尼亞州可以像許多年前一樣引領潮流賓夕法尼亞州可以像許多年前一樣引領潮流。。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的事情正在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

““我們沒有可能輸掉了這次選舉我們沒有可能輸掉了這次選舉！”！”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拜登玩狗摔倒造成骨裂拜登玩狗摔倒造成骨裂
特朗普總統留言特朗普總統留言““早日康複早日康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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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明星直播帶貨涉嫌刷單
線上“購客”加速向線下回流

壹年壹度的“雙11”已經落幕，今

年多份數據創下新高。國家郵政局的數

據顯示，11月1日至11日，全國郵政、

快遞企業共處理快件39.65億件，其中11

月11日當天共處理快件6.75億件，同比

增長26.16%，創歷史新高。

央行數據顯示，“雙11”期間，網

聯、銀聯共處理網絡支付業務22.43億筆

、金額 1.77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26.08%、19.60%；11月11日當天，合計

最高並發量 10.9 萬筆/秒，同比增長

26.19%，同樣創下新高。

不過，在狂歡背後，消費負面信息

如影隨形。槽點密、熱度高成為今年

“雙11”線上線下兩個消費場域輿情的

最大特點。中國消費者協會日前發布的

《“雙11”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以

下簡稱《報告》)顯示，在10月20日至

11月15日共計27天監測期內，系統共收

集“雙 11”相關“消費維權”類信息

14296274條，日均信息量約53萬條。其

中收集到有關“直播帶貨”類負面信息

334083條，收集到有關促銷規則類負面

信息915029條。

“今年‘雙11’促銷期間，消費負

面信息集中在直播帶貨、不合理規則兩

大領域。”中消協副會長兼秘書長朱劍

橋呼籲，各類主體應清醒把握雙循環、

擴內需背景下營商展業的良好契機，既

要創新運營手段、又要堅守底線和誠信

意識；要有向新技術要戰力的網絡營銷

智慧，又要有知規則、明邊界的責任意

識，守法律、有擔當；要拿出真招實勁

兒嚴把商品質量關，同時摒棄嚴重背離

互聯網開放共享精神的優惠促銷套路。

數據流量造假頻現
指標造假成產業鏈
直播帶貨，壹邊是瘋狂圈地，另壹

邊是亂象頻現。《報告》顯示，監測期

內共收集有關“直播帶貨”類負面信息

334083條，日均信息量在12373條左右

，其中11月11日輿情信息量最高。

輿情在直播方面話題的高度集中與今

年“雙11”對直播這壹電商“新標配”

、商家“新基建”、流量“新入口”的格

外依賴有關。朱劍橋說，從本次監測的

輿情反饋來看，直播帶貨的“槽點”主

要集中在明星帶貨涉嫌刷單造假，售後

服務滿意度低、體驗較差兩個方面。

有媒體報道稱，11月11日晚，脫口

秀演員李雪琴與楊天真等被邀嘉賓在某

平臺參與壹場直播活動，有近311萬人

參與圍觀。不過，壹位全程參與此次直

播的工作人員事後向媒體披露，在311

萬名觀眾中，只有不到11萬是真實用戶

，其他觀眾是花錢刷出來的，而且評論

區“粉絲”與李雪琴互動的評論，絕大

部分也是由機器刷出來的。

朱劍橋坦言，在直播帶貨領域，觀

看人數吹牛、銷售數據“註水”等“影

響力”指標造假已形成壹條產業鏈。

《報告》披露，直播帶貨雖然火爆

，但相當壹部分只顧著聚流量、擴銷量

的商家其實並沒有相應的售後服務體系

；同時，商家、主播之間責任界定不清

晰，遇到售後問題時互相“踢皮球”，

進而引發消費者圍觀吐槽。

中消協認為，部分商家對直播營銷

的盲目期待與非理性投入正不斷被冷靜

而清醒的“數據真實”修正，這也將倒

逼各類“直播秀場”逐步加強自我檢視

與行為匡正，以避免黯然收場。

前不久，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對外

公布《互聯網直播營銷信息內容服務管理

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

稿》)，擬對直播營銷平臺、直播間運營者

和直播營銷人員等作出具體規範。

《征求意見稿》擬規定，直播間運

營者、直播營銷人員從事互聯網直播營

銷信息內容服務，應當真實、準確、全

面地發布商品或服務信息，不得從事的

行為包括：發布虛假信息，欺騙、誤導

用戶；虛構或者篡改關註度、瀏覽量、

點贊量、交易量等數據流量造假等。此

舉意味著，直播帶貨即將迎來強監管。

“以直播帶貨等代表的新技術、新業

態在用腳投票的消費行為選擇面前，疊

代更新的速度或將加快。”朱劍橋建議

，各類主體應清醒把握雙循環、擴內需

背景下營商展業的良好契機，既要拿出

真招實勁兒嚴把商品質量關，又要摒棄

那些已經嚴重背離互聯網開放共享精神

的優惠促銷套路。既要有保障消費者安

全權、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等

相關權益的維權機制，又要有優化提升

消費體驗與品質感知的人性化設計。

促銷套路花樣翻新
復雜程度有增無減
與以往不同，今年的購物節從10月

21日開始就可以在平臺預付定金，壹直

到11月11日歷時22天，堪稱史上規模

最大的“雙11”購物節。“尾款人”成

為今年的流行熱詞。

當然，促銷規則復雜，促銷套路多

、商家規則花樣多、心機深備受消費者

詬病。比較典型的情形包括，電商選擇

性推送優惠券精準殺熟；“雙11”當天

不能退款；甚至有商家推出同壹商品購

買兩件有折扣活動，但消費者在購買時

發現卻限購壹件。

《報告》顯示，監測期內共收集有

關促銷規則類負面信息915029條，吐槽

的相關輿情集中在不合並付尾款不能使

用滿減優惠券、不付尾款不能退款、付

尾款必須熬到淩晨、“雙11”當天不能

退款等“硬規則”。

此外，平臺利用算法技術給不同類

型消費者數據“畫像”，並量身定制更

“懂妳”的商品和服務，老用戶看到的

價格比新用戶貴，或搜索到的結果比新

用戶少。

朱劍橋說，諸如計算滿減、津貼、

紅包、合並購買等堪比數學考題的玩法

，擡高了消費者的時間成本，降低了便

捷感體驗，導致“尾款人”熱度下降。

經過10多年發展，“雙11”雖然在

消費品豐富程度、物流體驗等方面不斷

升級，但商家在優惠條件、規則設置上

的花樣翻新、復雜程度有增無減。朱劍

橋指出，“雙11”促銷模式的固化不變

與消費者服務體驗提質升級、迫切求變

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朱劍橋坦言，從消費者感知層面來

說，排除或限制消費權利、減輕或規避

經營者應盡責任的伎倆無論如何打扮包

裝，都無法有效安撫“尾款人”被套路

、被“潛規則”後郁悶不滿的內心。

同時，與“算法”的精準鎖定與送

達不斷挑戰商業透明度與交易誠信度同

步，以社交、遊戲為流量入口的“沈浸

式”體驗，因為缺乏“度”的平衡，導

致玩法設計與復雜規則不斷消耗著“尾

款人”的時間與耐心。

朱劍橋斷言，傳統商超在重塑品牌

理念、商品結構及零售體驗方面的創意

活動和各種本地服務正加速線上“購客”的

線下回流，線下線上的優惠力度趨同、

邊界模糊等新變化新趨勢，也預示著更

接地氣、更聚人氣消費新模式已開始

“攻城略地”，更有智慧、更具理性的

“新消費時代”或將開啟。

線上線下百花齊放
任性玩法將被約束
《報告》顯示，“史上最長”網購節

彰顯出中國消費啟動國際生產引擎、帶動

全球經濟共振的強勁勢頭；“全球最大”

消費季見證了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市場為國

內國際雙循環持續賦能的嶄新活力。

與網購促銷運行周期、活動節奏的

變化同步，覆蓋餐飲外賣、休閑娛樂、

車房銷售、醫療醫美、同城零售等本地

生活服務的“雙11第二戰場”也強勢啟

動。新舊業態共赴“網約”、線上線下

百花齊放。

朱劍橋說，“熱門話題”與網購交

易同屏同頻，“買買買”與“說說說”

即時互動，成為今年“雙11”線上線下

兩個消費場域輿情的最大特點。

中消協披露，從今年10月“雙11”

預熱季開始，全國各級各地市場監管部

門和消費維權組織密集發聲，通過專項

執法、行政約談等方式，提醒各相關經

營主體不斷強化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

共同促進線上經濟健康規範發展。

值得關註的是，11月10日，市場監

管總局公布的《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

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標誌著網絡

平臺經濟領域中各種不同程度損害消費

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將得到規制。這預示

著，政府的民生決策與網絡中活躍的社

情民意得到充分互動，網絡銷售領域曾

經的各種任性玩法將被有效約束。

“各類主體應清醒把握消費新時代

開啟、消費業態和生態重構的良好契機

，既要摒棄慣性思維及時止損，又要未

雨綢繆尋求新的突破。”朱劍橋說，要

正確運用算法和大數據分析等科技戰力

準確研判“線下消費回流”的深層次動

因，同時對已經開啟的“線上線下新互

動”業態模式的必然性進行客觀冷靜的

審視借鑒。

各類主體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砍掉

已經讓消費者沒耐心、最終也必將失人心

的老套路，同時有平衡技術拓展邊界、精

細化與人性化並存、送達率與滿意度俱佳

的“新設計”，有底氣、有準備、有溫度

地直面消費訴求提質升級的新變化。

中消協呼籲並提醒消費者，應在不

斷豐富的購物經歷和消費體驗過程中逐

步成熟，以更加理性、審慎、從容的消

費行為迎接新消費時代；對商家促銷慣

用的“沈錨效應”(心理學名詞，指人在

作決策時，思維往往會被得到的第壹信

息所左右)保持足夠的清醒，警惕“先入

為主”的被動接受，根據自身需求選擇

合適的“錨點”，全方位考察接收信息

；要選擇“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

的實惠，同時保持良好消費心態，量需

而“入”、度入而“出”。

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大快活 27 日公布截至 9月底止半年業

績，純利上升13.4%至6,495.1萬元(港元，下

同)，每股基本盈利50.14仙，增加13.2%。撇

除政府補助的 1.429 億元及資產減值虧損

4,760萬元，虧損為3,030萬元。期內，收入

減少16.4%至12.87億元，派中期股息每股30

仙，增加30.4% 。該股在業績公布後明顯走

強，最多曾升 4.6%，收報 18.38 元，升

3.49%。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獲補助逾1.4億 大快活增派息30%

大快活公布，從港府的“保就業”計劃中獲補
助 1.22 億元，佔集團的香港員工成本約

29.1%，全數用作支付薪金及工資。另外獲2,090
萬元的港府補助，主要來自持牌食物業界別資助
計劃。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9月30日持
有的銀行存款、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為5.62億元；
集團沒有銀行貸款及負債比率為零。
期內，因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影響經濟及打擊

消費意慾，食品及飲品銷售收入12.84億元，減少
16.36% ；物業租金收入 302.6 萬元，減少
20.97%。香港餐廳收入下跌15.9%至12.4億元，

分部溢利上升57%至1.1億元；內地餐廳則錄得
1,222.9萬元虧損。

疫情持續 港餐廳收入跌逾15%
大快活續指，儘管港府的保就業津貼抵消了

部分衝擊，但公司的溢利亦無可倖免地受到一定
的影響。
期內，大快活開設了4間新店，包括當中3間

位於香港、1間位於內地。截至9月底於香港合共
經營157間店舖，在內地經營13間店舖。
不過，旗下多間特色餐廳受到疫情和港府實

施用餐限制措施的影響程度稍低於大快活餐廳，
有賴於許多市民在疫情下選擇在家用膳，令網上
外送平台更加普及，旗下特色餐廳因而從中受
惠。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物色其他合適的地點

以供未來擴充業務之用，而集團的短期目標是在
本年度開設更多餐廳。疫情仍未完全受到控制，
未來情況尚未明朗。
隨着全面推行數碼化發展，將繼續推動科技

和系統的升級，更貼近數碼消費者的喜好，從而
提高營運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玩具商泡
泡瑪特快將招股。據路透社消息，泡泡瑪特集資
額擴大至6億美元，將於周二起公開招股。泡泡
瑪特成立於2010年，主要銷售潮流玩具、電子及
美妝產品，並自行設計“盲盒”玩具，目前在內
地營運逾100家線下門店及超過800家機械人商
店。據指公司集資所得將在未來兩年內新開183
家零售店和1,800多家機器人商店或自動售貨
機。

和鉑醫藥下周IPO 13050元入場
和鉑醫藥周一至周四公開招股，發行逾1.38

億股，其中10%公開發售，每股招股價介乎11.7
至 12.92元(港元，下同)，集資最多逾17.85億
元，以一手1,000股計入場費約13,050.2元，12
月10日掛牌。按招股價中位數計算集資淨額約
15.895億元，當中約37%將用於撥資公司的核心
產品；約 23%將用於撥資公司的支柱資產
HBM4003在大中華區及澳洲進行中及計劃進行
的臨床試驗、籌備在大中華區、美國及其他司法
權區的註冊備案及潛在商業化推出。

京東健康超購70倍 凍資近千億
其他新股方面，京東健康反應熱烈，綜合多

家券商數據，已錄得968億元孖展，超額認購70
倍。據路透旗下IFR稱，京東健康國際配售部分
將提早截飛，由原定的下周二，提前至下周一下
午5時截止認購。另外，市場消息指華潤萬象生
活 暫錄約26.26億元孖展，超額認購逾3.2倍。
至於內房企大唐集團，及內房企佳源國際旗下物
管理公司佳源服務則尚未錄得足額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強積金顧
問公司駿隆27日公布，截至11月23日的11月
份，駿隆強積金綜合指數回報為6.3%。月內，強
積金人均回報為14,594港元。年初至今，駿隆強
積金綜合指數回報為8.4%，強積金人均回報則為
19,126元。單計11月份，三大主要指數中，駿隆
強積金股票基金指數升9.3%；駿隆強積金混合資
產基金指數升7.3%；駿隆強積金固定收益基金指
數升0.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連鎖茶餐廳
翠華控股27日公布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的業績，
期內集團收益約4.3億元(港元，下同)，按年減少
48.3%；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7,764.5萬元，按年

擴大74.48%；每股虧損5.63仙，不派中期息。收
益減少主要由於關閉餐廳、新冠疫情爆發後入境旅
客及出外用膳的巿民急劇下跌及香港市場氣氛疲弱
所致。期內本港餐廳按年減少6間，至35間。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李遠康表示，集團一直密切監察疫
情及巿況發展，於疫情期間，迅速調整外賣折扣，
並透過外賣速遞團隊“快翠送”及其他網上外賣平
台，加強外賣服務，此舉部分抵消客流量下跌的影
響。此外，集團獲部分業主減租，共度時艱，供應
商亦提供訂單折扣優惠。

泡泡瑪特下周招股
籌逾6億美元

本月強積金人均暫賺14594元

翠華半年蝕7764萬 不派中期息

■大快活稱將繼續推動科技和系統的升級，更貼近數碼消費者的喜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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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長輩們注意囉，
今年十月十五日開始到十二月七日，是
美國老人保險的註冊開放期，如果還沒
有完成手續，得加快腳步了，休斯頓以
為老人醫療保險服務而聞名的萬德福保
險負責人李淑惠提醒長輩們，在最後一
週要盡快行動。

許多長者們在這段期間有很多健康
保險上的問題，李淑惠也來為長者們解
惑，以下是長輩們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聽聽專家怎麼說。

一、我收到的醫療卡，家庭醫生不
是我選擇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答：根據保險公司經理的說法，有
時候忙起來，保險公司會設立 「自動」
選擇家庭醫師。因此， 呼籲客戶在收到
醫療卡時，一定要核對您的家庭醫生，
尤其是HMO的計劃，若醫生不是您希

望要的，請打客戶服務部(電話號碼在卡
的後面)來改正，記得向對方要一個Ref
號碼，這樣服務人員做事會比較認真。

二、為什麼有了 Medicare 健保後
，還要再參加一個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呢?

答：Medicare的保險分Part A(住院)
、Part B(看醫生用)，它不包括藥處方。
原始的 Medicare 保險，只保 80% 。Part
A和B都有自付額，也沒有設 「封頂」

來保護財物損失。
參加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好

處，是可以把Part A和B的自付款(大約
$2000元)分攤掉，也可依據自己的財務
能力，選擇一年裡最多自己可以付出的
醫療費用，從$3000 元到$10000 元左右
。視各家保險計劃訂封頂，來保護個人
財產，不會因為醫療費用而拖垮了。

加入 Advantage 計畫，還有不少的
優點，舉例來說，可以把藥處方免費加
入，而且還可能給您帶來世界旅遊時的
急診、健身房會員卡、牙保、眼鏡、補
助耳機、提供交通車(醫療用)、針灸、
出院後的營養餐、和贈送非處方藥的零
用錢等等，這些都是各家保險公司可能
提供的額外福利。

三、請問我該如何參加?什麼時候
可以參加老人保險?

答：A、當年剛滿65歲的前三個月
或後三個月，拿到紅藍卡的Part A /Part
B，就可以參加，歡迎找經紀人李淑惠
，替您找一個適合的保險計劃。

B、每年的10月15日到12月7日是
Medicare保險的註冊開放期，您可在這
段時間改換保險。

C、若有搬家到另一州，離開僱主
的保險、新拿到Medicaid、洪水、地震
、火災，等情況，政府都可能給您一個
特別的註冊期(SEP)來改保險。

D、 從2019年開始，政府新設了一
個開放申請期，從 1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
，若您不喜歡自己選的Medicare Advan-
tage計畫，您是有權再改的，但一定要
Advantage計劃下才可以。

四、我很擔心疫情，我可以不用面
對面也可以參加一個計劃嗎?

答：可以的。現在政府讓保險公司
靈活的使用各種平台，來讓客戶保持距
離的選擇加入計畫。我過去以 iPad 的
FaceTime 、LINE、微信、電話等都可
以跟長者解釋保險，幫您找到適合自己
的計劃。

要強調一下，因為這種靈活使用，
可能會有一些不合規則的經紀人，拿到
您資料就說得到您同意，而把您加入不
是您要的保險。請記得，一定不要隨便
把紅藍卡、或者個人資料給不認識的經
紀人，一個合乎規則的經紀人若沒得到
您同意，連電話都不能打。為了自己的
安全和利益，不要開門給不認識的人，
不接電話銷售疲勞轟炸。

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發，專
業回答問題，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險
，她用自己的真誠與專業服務，打造極
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與她

合作，並且口耳相傳。其實，好口碑並
非從天而降，而是靠她一步一腳印，誠
心的關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資訊，掌
握專業知識，關心客戶健康，實在的幫
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

提醒長輩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保險
，了解清楚再決定。請致電給全職服務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誠信可靠的李淑
惠。

李 淑 惠 的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

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
打電話。家庭用AT&T電話如果撥打號
碼不通，請用手機)。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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