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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今年因為疫情，
要申請大學的同學與家長面臨許多挑戰
，諸多不確定的因素讓同學與家長們疲
於應付，很多正值青春期的學生也因之
而情緒起伏不定。不少大學宣布 test
optional，各種考試因疫情被取消，家長
們同時要處理學校與孩子的情緒，備嘗
辛苦。

懂得如何申請獎學金嗎?
此外，美國的大學提供各種獎學金

，種類繁多，然而，你懂得如何申請嗎
? 對不同種類獎學金的要求及申請程序
了解多少? 今年因為新冠疫情，申請大
學面臨各種疑難問題，你都弄清楚了嗎
?

專門協助學生升學、留學
美南地區最大的留學、升學諮詢機

構美金榜教育集團(To The Top Educa-
tion Group) 來為同學與家長們釋疑，美
金榜專門協助學生升學、留學，包括幫
助美國本土與大陸學生的華人子弟申請
高中、大學及研究生，並提供相關的學
術規劃，獎學金和財政援助申請與規劃
，還有小留學生監護的服務等。2021年
的申請季節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美金
榜還有少數幾個大學申請名額。如果同
學與家長們遇到申請大學的問題，歡迎
聯繫。

「美金榜」也是TACAC/德州大學
招生委員會的成員，以及NACAC/全美

大學招生委員會的成員，總部就設在休
斯頓，已經成功地幫助了許多學生進入
理想的學校，並為眾多遠在中國大陸的
父母親們照顧他們在美國留學的孩子，
協助學習與適應生活。

因為用心，佳評如潮
一位家長表示，美金榜的老師們非

常敬業、專業，她們會對孩子的情況做
綜合的了解，然後根據家長的期望，結
合其對美國教育的認識，推薦最適合孩
子的學校。從開始選校、申請前準備、
面試培訓和陪同、到錄取入學都十分順
利。目前孩子已經上11年級，在美金榜
老師的指導下，孩子在GPA、課外活動
、領導力等方面都表現很好，知道如何

運用學校資源，並提前進入科研領域。
另一位申請大學的學生則說道：在我申
請大學的過程中，曾有心灰意冷的時刻
，非常沮喪，當時學校的升學顧問老師
推薦我接觸美金榜。美金榜的老師們在
申請大學方面非常專業，幫我把自認為
不值一提的生活小事都挖掘出來，讓我
的簡歷變的很豐富，申請文書十分獨特
。當收到華盛頓大學錄取的時候，我簡
直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夢寐以求的大學
，等我入學之後才發現，我們這一屆信
息技術專業班中，只招了我一個中國學
生！

還有一位高中生的家長也表示，從
入學接機、到學校報到、開電話卡、銀
行賬戶等，美金榜老師為我們安排的非
常妥當，老師還發來許多現場照片，讓
我們感到身臨其境，沒有距離感。更讓
我們欣慰的是，孩子入學後，美金榜的
老師會隨時了解他的學習生活情況，經
常和我們聯絡。更可貴的是代表我們去
參加家長會，和任課老師交換意見。孩
子身在異鄉有時難免想家，美金榜的老
師就像家人一樣給他很多溫暖，過年過
節還帶他和別的中國孩子出去吃飯。

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團隊陣容堅
強

目前，美金榜和美國各地299所私
立寄宿高中、282所知名大學、以及50
多所社區及語言學校都建立了聯繫，獨

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同時，申請顧
問陣容強大，都是任教或就讀/畢業於
美國頂尖大學，包括哈佛、MIT、康奈
爾、萊斯、斯坦福、賓州大學、哥倫比
亞、德州大學和加州理工等美國頂尖名
校。專業顧問涉獵計算機、電子工程、
人工智能、生物、醫學、金融、商科、
工程、音樂和藝術等各個領域。

美金榜的創始人是何甌女士、張麗
女士、以及張洋博士，都是在美國生活
多年，對美國的教育系統極其了解，並
且活躍於美國教育界與華人社團，他們
與其專業團隊，已經幫助諸多學子順利
升學、留學，提供如家人般的協助。詳
情可洽電話: 1 (281)797-5614。WeChat
： HeOu88。 Email： michelle@tothe-
topeducation.com。網站：tothetopedu-
cation.com

疫情下申請大學面臨諸多挑戰疫情下申請大學面臨諸多挑戰?? 讓專家來協助讓專家來協助
美金榜教育集團口碑超好美金榜教育集團口碑超好 協助孩子順利升學與就業協助孩子順利升學與就業

電腦斷層掃描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CT Scan)照一次真的很貴嗎照一次真的很貴嗎？？
找個適合自己量身打造的好保險找個適合自己量身打造的好保險

(本報休斯頓訊) 照 CT (CT
Scan)電腦斷層掃描，能快捷的讓
病人掌握病情，並可觀察身體內
器官、組織的立體圖像，並用於
診斷疾病及損傷情況！但它是筆
龐大花費。

許 多 長 輩 退 休 後 拿 到 了

Medicare 醫療
保險，以為就
可高枕無憂了
，錯認保險內
一定包括許多

服務，但其實一般保險只會支付
部分。舉例來說: Medicare其實只
支付准許額度的 80%，其他需要
病人自己支付剩下的 20%。這對
於已經退休的長輩們來說，其實
是筆不小的開支。
每個人都需要一份適合自己量身

打造的好保險，最重要的是這個
保險將保障您在申請理賠時能不
多花錢，並完全免費！更包括視
力和牙齒的保障，甚至幫您支付
部分的Part B。

我們這裡能幫您量身訂作最
合適的客製化保單，提供便宜福
利好的計劃予每一位顧客。讓您
不擔心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找不到
經紀人？而我們在美國達拉斯總
公司及休士頓分公司，都有專人
來幫助服務每一個顧客。(本文全

部內容，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
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
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聯 繫 。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
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廈)
，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信或
Line請加johnleehouston。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周一上午截止到周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统計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统計
數字為數字為237991237991人人,, 33513351人死亡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862375862375人人，，1728617286人死亡人死亡。。

德州德州1010//2626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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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在連續三週上漲在連續三週上漲
之後之後，，上週股市小幅下跌上週股市小幅下跌。。臨近大選臨近大選，，有關兩黨就新一輪疫情救有關兩黨就新一輪疫情救
助方案的談判進展佔據了新聞頭條助方案的談判進展佔據了新聞頭條。。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升至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升至
四個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四個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除了對潛在選舉結果和政策的猜測外除了對潛在選舉結果和政策的猜測外，，
上週的經濟數據令人鼓舞上週的經濟數據令人鼓舞，，失業救濟人數有所改善失業救濟人數有所改善，，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持續走強持續走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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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3628336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99%%，，年跌幅年跌幅00..77%%），），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4653465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55%%，，年漲幅年漲幅77..33%%），），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154811548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11%%
，，年漲幅年漲幅2828..77%%）。）。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最後一輪總統辯論結束上週最後一輪總統辯論結束。。 1111月月33日被視為政治環境中日被視為政治環境中

的重要時刻的重要時刻，，但在投資方面但在投資方面，，並不是單個日子會對市場起到決定並不是單個日子會對市場起到決定
作用作用。。

距選舉日還有一周的時間距選舉日還有一周的時間，，市場動向受財政刺激前景的影響市場動向受財政刺激前景的影響
遠大於即將舉行的選舉遠大於即將舉行的選舉。。這次選舉很重要這次選舉很重要，，但是在選舉狂潮消退但是在選舉狂潮消退

之後之後，，經濟和企業盈利的增長將成為市場表現的更強大和持久的經濟和企業盈利的增長將成為市場表現的更強大和持久的
動力動力。。預計大選前後市場將大幅波動預計大選前後市場將大幅波動，，特別是如果特別是如果1111月月33日產日產
生有爭議或不確定的結果生有爭議或不確定的結果。。分析師認為分析師認為，，任何由選舉引起的動盪任何由選舉引起的動盪
都不應該成為放棄長期戰略的原因都不應該成為放棄長期戰略的原因。。在今年底這一特殊年份在今年底這一特殊年份，，選選
舉焦慮情緒可能會相當大舉焦慮情緒可能會相當大，，但這種情緒會過去但這種情緒會過去，，而市場會從更大而市場會從更大
的經濟復甦中獲得啟示的經濟復甦中獲得啟示。。不管誰贏得白宮不管誰贏得白宮，，未來幾年美國經濟都未來幾年美國經濟都
會呈持續增長的趨勢會呈持續增長的趨勢。。上週上週1010年期利率上升年期利率上升，，表明無論選舉結表明無論選舉結
果如何果如何，，明年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看法都可能更為樂觀明年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看法都可能更為樂觀。。市場似乎市場似乎
反映出一種觀點反映出一種觀點，，即拜登的勝利雖然可能給企業和高收入者帶來即拜登的勝利雖然可能給企業和高收入者帶來
更高的稅率更高的稅率，，但也可能伴隨著更大的財政援助計劃和但也可能伴隨著更大的財政援助計劃和//或基礎設或基礎設
施法案施法案，，這將對近期這將對近期GDPGDP起到推動起到推動。。而特朗普的勝利則會持續而特朗普的勝利則會持續
低稅收的政策低稅收的政策，，有助於企業投資再發展和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有助於企業投資再發展和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

回顧回顧44年前的上一屆總統選舉年前的上一屆總統選舉，，選舉前一周市場廣泛波動選舉前一周市場廣泛波動，，
隨著選舉結果的到來隨著選舉結果的到來，，隔夜市場變得更加動盪隔夜市場變得更加動盪，，並在選舉後的第並在選舉後的第
二天提振二天提振，，20162016年年1111月月99日上漲超過日上漲超過11％％。。歷史經驗表明歷史經驗表明，，從從
長遠來看投資市場不是黨派長遠來看投資市場不是黨派，，但從短期來看但從短期來看，，市場抵觸選舉帶來市場抵觸選舉帶來

的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隨著大選之後不確定性的消失隨著大選之後不確定性的消失，，股票重新連接到經股票重新連接到經
濟基本面濟基本面，，雖然經濟基本面受到華盛頓政策的影響雖然經濟基本面受到華盛頓政策的影響，，但政治並非但政治並非
唯一決定因素唯一決定因素。。上一屆選舉後上一屆選舉後，，標普標普500500指數健康反彈指數健康反彈，，20172017
年上漲超過年上漲超過2020％％，，波動率一直處於歷史低位波動率一直處於歷史低位（（該年市場從未經該年市場從未經
歷過歷過33％的回調％的回調），），因為即將進行的稅制改革前景刺激了股市樂因為即將進行的稅制改革前景刺激了股市樂
觀觀。。自上次大選以來自上次大選以來，，股市已上漲了股市已上漲了6262％％（（其中包括今年大熊其中包括今年大熊
市的負面影響市的負面影響）。）。從從20092009年到年到20122012年奧巴馬政府的頭四年年奧巴馬政府的頭四年，，股股
市增長了市增長了5858％％，，其中還包括上次全球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後期其中還包括上次全球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後期
部分部分。。這些歷史數據並不是對任何政黨的認可或背書這些歷史數據並不是對任何政黨的認可或背書，，而是要提而是要提
醒投資者醒投資者，，市場表現不取決於政治條件市場表現不取決於政治條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總統選舉之間四年間的平均股市收益率為總統選舉之間四年間的平均股市收益率為3737％％。。在此期間在此期間，，
只有三個四年期市場為負數只有三個四年期市場為負數。。

因此因此，，投資者要做好心理準備投資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圍繞大選前後的市場震盪不圍繞大選前後的市場震盪不
可避免可避免，，但同時要保持長期投資心態但同時要保持長期投資心態，，不要由於短期的大漲或大不要由於短期的大漲或大
跌而改變之前製定的合理投資策略跌而改變之前製定的合理投資策略。。當然當然，，如果市場震盪期間遇如果市場震盪期間遇
到優質股票價格回調到優質股票價格回調，，也是不錯的買入機會也是不錯的買入機會。。

美國總統大選還有美國總統大選還有88天天
才登場才登場，，中立的投票觀察員中立的投票觀察員
昨天昨天（（2525日日））表示表示，，但提前但提前
投票盛況空前投票盛況空前，，已超過已超過44年年
前上屆大選所有選前投票前上屆大選所有選前投票。。
「「美國選舉計劃美國選舉計劃」」 預測預測，，今今
年可能會有年可能會有11億億50005000萬人投萬人投
票票；；相較之下相較之下，，20162016年有大年有大
約約11億億37003700萬人投票萬人投票。。

數以百萬計美國人不想數以百萬計美國人不想
在疫情期間前往擁擠的投票在疫情期間前往擁擠的投票
所所，，加上總統川普和民主黨加上總統川普和民主黨
對手拜登都把此戰形塑為存對手拜登都把此戰形塑為存
亡之戰亡之戰，，激出不少選民激出不少選民，，進進
而帶動提前投票刷新紀錄而帶動提前投票刷新紀錄，，
無論是郵寄投票或提前親自無論是郵寄投票或提前親自

投票投票。。
佛州大學佛州大學（（UniverUniver--

sity of Floridasity of Florida））旗下中旗下中
立的立的 「「美國選舉計劃美國選舉計劃」」
（（United States ElecUnited States Elec--
tions Projecttions Project））統計指出統計指出
，，截至今天已有超過截至今天已有超過
59005900萬人提前投票萬人提前投票；；根根
據美國選舉協助委員會據美國選舉協助委員會

（（US Election AssistanceU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Commission））網站網站，，那比那比
20162016年親自提前投票或郵寄年親自提前投票或郵寄
投票的投票的57005700萬人還多萬人還多。。

目前提前投票以民主黨目前提前投票以民主黨
人居多人居多，，但是不是就代表拜但是不是就代表拜
登能輕鬆勝選登能輕鬆勝選，，仍有待觀察仍有待觀察
。。

川普數月來多次未提出川普數月來多次未提出
證據宣稱郵寄投票會導致舞證據宣稱郵寄投票會導致舞
弊弊，，因此許多共和黨人預料因此許多共和黨人預料
投票日當天才會投票投票日當天才會投票；；但佛但佛
州大學政治系教授麥唐納州大學政治系教授麥唐納
（（Michael McDonaldMichael McDonald））警告警告
，，隨著全美確診飆升隨著全美確診飆升，，這個這個

策略策略 「「看來風險更大看來風險更大」」 。。
麥唐納推文說麥唐納推文說：： 「「如果如果

他的選民至少有些決定不去他的選民至少有些決定不去
投票怎辦投票怎辦？？如果投票所不開如果投票所不開
放放，，或選舉辦公室關閉呢或選舉辦公室關閉呢？？
」」

一些攸關一些攸關20202020選舉結果選舉結果
的州也篤定會刷新紀錄的州也篤定會刷新紀錄，，例例
如德州如德州。。 「「美國選舉計劃美國選舉計劃」」
今天表示今天表示，，截至目前為止截至目前為止，，
德州提前投票人數已來到德州提前投票人數已來到
20162016年的年的88成成。。

麥唐納說麥唐納說：： 「「德州直到德州直到
週五週五（（3030日日））都還會有提前都還會有提前
親自投票親自投票，，加上投票日當天加上投票日當天
，，因此德州投票率毫無疑問因此德州投票率毫無疑問
會超過會超過20162016年年，，問題是超過問題是超過
多少多少？？」」

傳統上是保守派重鎮的傳統上是保守派重鎮的
德州自德州自19801980年以來都支持共年以來都支持共
和黨候選人和黨候選人，，目前部分民調目前部分民調
顯示拜登可能在德州險勝顯示拜登可能在德州險勝，，
各界都在密切觀察德州選情各界都在密切觀察德州選情
。。

今年預計今年預計11..55億人投票億人投票 各界都在密切觀察德州選情各界都在密切觀察德州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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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人民幣漲嗨了！
快速升值有利有弊，如何應對？

漲嗨了！人民幣升值似乎並沒有停下腳步

的意思。

人民幣匯率創兩年多新高
10月22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556，較前壹交易日上升225

個基點，連續6個交易日持續上漲，創下自2018年

7月11日以來的兩年多新高。

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均創下逾兩年新

高。10月22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壹度升至6.64，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壹度升到6.63關口。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譚雅

玲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人民幣這壹輪升值從6月份

開始，到現在並沒有截止，周期算比較長了。從這

個角度看，整個國際經貿關系包括地緣政治，在外

匯板塊、貨幣競爭之間還是有很強的針對性和設計

性的。

數據顯示，三季度，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漲幅達

到3.89%，為2008年壹季度來最大單季漲幅。而10

月份以來，人民幣匯率繼續猛漲。

拉長時間來看，5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

間價為7.1316，10月22日則為6.6556，短短近5個

月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了4760個基

點。

從7.1316到6.6556，如果換匯10萬美元，當時

需要71.316萬人民幣，今天則只需66.556萬人民幣

，可以省下4.76萬人民幣。

人民幣為何大幅升值？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認為，基本面因素導致人

民幣升值。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中

國經濟基本面向好的反映。

“全球疫情期間中國經濟率先恢復，扮演

了全球供應中心的角色，增加了外匯市場對於

人民幣的需求。”明明分析，反觀美國，疫情

對其造成的沖擊可能使美聯儲在很長時間無法

回到貨幣正常化的軌道，長期的寬松預期把美

債利率持續壓制在較低水平，而中美 10年期國

債利差維持在250基點左右的高位。因此，基本

面的因素，包括貿易順差和中美利差，是近期

提振人民幣匯率的直接原因。

譚雅玲表示，由於中國經濟率先復蘇，經濟穩

定、復工復產的態勢比較好，再加上中國金融市場

加速開放，所以國際資本在投機、對沖和套利方面

比較青睞中國市場，這種疊加效應就促使了資金湧

入中國市場。

同時，譚雅玲提醒，人民幣匯率報價機制

決定了海外參數非常重要，不排除海外有借題

發揮的刻意性，借助中國比較良好的勢頭和開

放的效果，主觀上刻意推高人民幣的嫌疑，應

該引起高度關註。

預計人民幣匯率短期依然走強
對於人民幣後續的走勢，明明認為，疫情

沖擊下，美聯儲開閘放水，美國通脹預期壓制

美元指數，中期利多人民幣匯率。另壹方面，

中美債券市場的高利差和股票市場的上漲潛力

差異可能驅動資本流入，對人民幣匯率也是中

長期的提振。預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短期可能

在6.6-6.9之間震蕩。

中金公司發布的研報稱，短期來看，人民幣對

美元可能保持偏強的態勢，不排除短期內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繼續小幅升值至6.5左右。

國泰君安研報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

強勁，而美國經濟則由於缺乏新的財政刺激方

案的支持，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增加，因此從

經濟基本面角度來看，市場未來3-6個月對人民

幣依舊有支撐。中長期人民幣匯率預期將保持

穩中有升態勢。預計人民幣匯率近期將在6.5-6.9

區間震蕩，後續將逐級擡升，未來1年內不排除

升至6.0附近。

不過，中金公司提醒，看遠壹點，也有壹些因

素制約人民幣升值。如果美國財政刺激落地，加上

明年海外疫情改善，全球經濟復蘇，中國與海外的

增長差將會縮窄，中美利差也可能從當前的高位回

落，這些因素可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抑制。這種情

況下，不排除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到7.0左右。

人民幣升值有利有弊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中新網記者表

示，人民幣升值有利於進口，進口企業會降低采購

成本，增加盈利。同時對於老百姓來說，出國旅遊

、留學、購物也會更劃算。不過，對於出口企業帶

來較大不利影響。

譚雅玲提醒，目前人民幣升值，外貿企業承

受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人民幣存在利差和匯差，

中國市場本身的龐大和政策的可信度，再加上經

濟的可持續性，對外資來講已經形成了非常好的

認知，資金的投機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時候中國

更應該警惕。

明明認為，匯率的系統重要性提升，內外均衡

成為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不能追求快速升值。匯

率不僅關系進出口，還與國際資本流動密切聯系。

從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匯率升值的教訓中也可

以看到，如果放任匯率出現大幅升值或貶值的投機

性波動，對於國內資產價格的壓力也會增大，容易

推升國內的資產泡沫。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認為，人民

幣單邊大幅升值勢必對國內外貿及經濟恢復構成拖

累，壹旦市場出現嚴重偏離基本面、非理性情緒，

不排除央行動用包括逆周期因子等工具，引導市場

回歸理性。

中國央行下壹步會如何出招？
早前，中國央行行長易綱10月10日撰文指出

，縱觀全球，成功經濟體必須保持幣值穩定，這不

僅包括國內物價水平的穩定，也包括匯率的基本穩

定。

中國央行決定自10月12日起，將遠期售匯業

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並表示下

壹步將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穩定市場預期，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10月14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在新

聞發布會上表示，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小幅升值

，總體看這個升值幅度是比較溫和的。10月12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收盤價與去年年末相比升值了

3.3%，與去年的平均值相比升值了2.5%，升值幅度

是低於歐元等其他國際主要貨幣。

在孫國峰看來，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是中國經

濟面向好的自然反映。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上供求推

動下有所升值是正常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度下市場供求對匯率形成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應有之

意。

孫國峰稱，從匯率的影響來看，匯率波動對經

濟主體的壹方有利，對另壹方有弊，因此匯率還是

要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來發揮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

自動穩定器的功能。當然也要防止過度的加杠桿行

為和過度的正反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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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水店老闆：
好舖位不如好業主

一半欠租商戶收到律師信 追租兼收利息

香港零售業在疫情反覆下已到苟延殘喘的地

步，只要再添上任何一個負面因素例如一封追租律

師信，都會出現崩塌危機。雖然香港政府呼籲舖位

業主提供租務紓緩計劃，惟仍有不少業主仍舊以“合約精神”為由，向經營困難的

租戶追租，零售業管理協會指一半欠租的商戶收到業主的律師信。其中位於尖沙咀

加連威老道樓上舖的“99ml”香水店老闆梁家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生意

大跌八成，仍被業主強硬追租兼收利息，一紙律師信已能把他置於死地，大嘆“好

舖位不如好業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水店“99ml”老闆梁家傑直言，疫情下生意
情況非常“慘淡”。他解釋，生意一半來自

婚宴回禮，單婚宴回禮的消費介乎3,000元（港
元，下同）至萬多元也有，但在疫情下，幾乎所
有婚宴活動停頓，生意亦隨之下跌至少一半以
上。

只剩兩成生意 來自網購
其餘五成生意來自售賣香水產品，疫情導致

尖沙咀人流稀少，幾乎日日如坐空城，生意又再
跌兩至三成。他稱，餘下的兩至三成生意都是靠
網店及熟客，又或者靠熟客介紹而來，大呻經營
困難。梁家傑指，香水屬於奢侈品，疫情下相關
消費大減，生意額大跌七至八成，但租金卻是
“一蚊（元）都不減”。

他指，由去年6月修例風波開始，便一直向業
主提出減租的請求，直至現在依然租金不變，業
主給出來的唯一答案就是“合約精神”，並警告
他欠交租就要罰息，再欠租就出律師信控告。他
直言對此“忍無可忍”，感覺已被業主逼到末路
邊緣。

除了業主不肯出手幫忙外，梁家傑透露，業
主除了“一蚊都不減”，而且還有不同方法“玩

殘”租客。他指，由於修例風波加上疫情關係，
生意額已經無法支持交租，所以近期只能交大約
3/4租金，連積蓄也用上，甚至要“周圍借錢”交
租。但是，他透露自己簽了2+1年（2年死約加1
年生約），明年起租金便由4.5萬元加至5.1萬
元，負擔勢必加重。業主亦沒有因此而放過他或
讓他中途退租，繼續以“合約精神”為由要求他
繼續履行租約及向他追討欠租利息，利息每個月
大約幾百至千幾元左右。

邵家輝：業主拒減租
香港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

自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大部分業主都“企硬”
未有減租，不過就算肯減都只是“象徵式”減一
至兩成，比起2至4月份減租四至五成為少。

香港零售業管理協會的調查指出，有一半未
按時交租的商戶，收到業主律師信。

邵家輝指，商戶生意欠佳導致拖租情況相當
普遍，亦有部分業主開始嚴格追租，並且出動執
達吏接管，其中G2000主席田北辰就是例子，旗
下位於海港城之分店，業主未有提供租金減免，
雙方協商期間，未有通知下於8月封舖，田北辰批
評業主做法不合情理。

香港零售業現處生死存亡階段，
老闆們求去心切，惟有草草拉閘結
業，似乎疫情變成所有中小企的“催

命符”。不過從近年的趨勢看，造成零售業衰退的
主因除了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外，租金高昂以
及實體店被網購取代也是致命傷之一。有學者認
為，肺炎疫情讓零售商戶組合面臨“大洗牌”，售
賣劃一標準產品的零售店將會被淘汰，預計舖位租
金會有四至五成的下調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冼日明表示，在
疫情下不同零售行業亦要面對不同的困難，但亦有
得益的行業。首先說說得益的行業──超級市場。
疫情出現令市民爭相搶購日常用品，價格亦因需求
上升而增加，而最近某著名網購公司營業收入更
“翻幾番”。

至於“受害”的就主要集中在人與人之間接觸
度高的行業，有兩大類：第一是消費者與消費者接
觸，例如飲食行業、卡拉OK；第二是消費者與零
售人員接觸，例如化妝、美容、興趣班、教育等。
如疫情持續，相關因素將會成為接觸的最大障礙，
接觸度愈高，該行業愈受影響。

外國疫情反覆 遊客難至
除了本地消費之外，整體收入有三至四成來自

外來旅客，而本來佔六成的本地消費亦隨着疫情萎
縮，跌至只有三至四成。即使香港疫情消失，但別

國疫情未必完全消失，因此亦不會立即有旅客出
現。另外，基於過去物業價格不斷上升關係，零售
業普遍面對租金高昂問題，而且租約成本難以降
低，租約也至少2-3年起跳，零售租客變相要負擔
至少2-3年的經營風險。以前生意好，租客尚可支
持，但今次疫情令情況逆轉，幾乎所有租客生意差
到連租也交不起，甚至自掏錢包交租，對經濟有一
定傷害，預計3個月後將會有很大的結業潮。

冼日明認為，網購在疫情下興起，並對實體店
行業造成壓力，售賣劃一標準產品（例如智能手提
電話）的零售商將會被淘汰。他也指出，網店和實
體店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兩者在市場扮演不同
角色。網店的存在主要是減低實體店成本，並增加
推廣及傳播度。而實體店是讓對於產品質素有要求
的人，能親身檢視或訂造產品，增加消費者信心。
他指，兩者融合，生意可能更好，例如HKTV Mall
等。

租金下調 商戶組合改變
不過，冼日明認為情況並非完全悲觀，在自由

市場下，只要市場仍有吸引力，結業所造成的“空
位”會有其他創業者或行業填補，但屆時料租金會
有至少四至五成的下調，零售商戶組合將會出現轉
變。他指，有實力的會回來，想創業或新加入的也
會出現，例如著名的日本零售商驚安之殿堂。

■記者：黎梓田

網店搶客 加速實體店消失��$

■■香港尖沙咀香港尖沙咀
““9999mlml””香水香水
店老闆梁家傑店老闆梁家傑
指指，，生意大跌生意大跌
八成八成，，仍被業仍被業
主強硬追租兼主強硬追租兼
收利息收利息，，一紙一紙
律師信已能把律師信已能把
他置於死地他置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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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知情人士告訴美國有線知情人士告訴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電視新聞網，，最近幾天最近幾天，，副總統邁克副總統邁克··彭斯競選團隊中彭斯競選團隊中
至少至少 55 人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人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包括辦公室主任馬包括辦公室主任馬
克克··肖特肖特（（Marc ShortMarc Short ））和對外顧問馬蒂和對外顧問馬蒂··奧布斯特奧布斯特
（（Marty ObstMarty Obst）。）。

彭斯新聞秘書德文彭斯新聞秘書德文··奧馬利週六在一份聲明中說奧馬利週六在一份聲明中說：：
““今天今天，，副總統辦公廳主任馬克副總統辦公廳主任馬克··肖特對肖特對COVID-COVID-1919測測
試呈陽性試呈陽性，，開始隔離並協助進行聯繫追踪過程開始隔離並協助進行聯繫追踪過程。”。”
““副總統彭斯和彭斯夫人今天對副總統彭斯和彭斯夫人今天對 COVID-COVID-1919 的測試均的測試均
為陰性為陰性，，並且身體健康並且身體健康。”。”

聲明繼續說聲明繼續說：“：“當彭斯副總統被認為與肖特先生保當彭斯副總統被認為與肖特先生保
持密切聯繫時持密切聯繫時，，經與白宮醫療部門協商經與白宮醫療部門協商，，副總統將按照副總統將按照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關於基本人員的指導方針保持其時間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關於基本人員的指導方針保持其時間
表表。”。”

當唐納德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俄亥俄州競選活動午夜後特朗普總統在俄亥俄州競選活動午夜後
不久返回華盛頓時不久返回華盛頓時，，他說他聽說過肖特的診斷他說他聽說過肖特的診斷。。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他會沒事的他會沒事的，，但是他正在隔離但是他正在隔離。”。”
消息人士稱消息人士稱，，人們擔心人們擔心，，彭斯內部圈子中的更多人彭斯內部圈子中的更多人

將在未來幾天內測試陽性將在未來幾天內測試陽性。。副總統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副總統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
：“：“他們很害怕他們很害怕。”。”

一位白宮官員說一位白宮官員說，，儘管副總統邁克儘管副總統邁克··彭斯和第二夫彭斯和第二夫
人凱倫人凱倫··彭斯與最近測試為陽性的多個人進行了接觸彭斯與最近測試為陽性的多個人進行了接觸，，
但周日各自對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但周日各自對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邁克邁克··彭斯拒絕對彭斯拒絕對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指導原則進行隔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指導原則進行隔離。。

消息人士告訴消息人士告訴CNNCNN，，奧布斯特是彭斯的高級政治奧布斯特是彭斯的高級政治
顧問顧問，，但不是政府僱員但不是政府僱員，，並且彭斯辦公室的至少三名工並且彭斯辦公室的至少三名工
作人員也對該病毒進行了陽性檢測作人員也對該病毒進行了陽性檢測。。

副總統辦公室近日拒絕評論彭斯助手對冠狀病毒檢副總統辦公室近日拒絕評論彭斯助手對冠狀病毒檢
測呈陽性的總數測呈陽性的總數。。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是第一個報導彭斯助是第一個報導彭斯助
手呈陽性的媒體手呈陽性的媒體。。

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梅多斯（（Mark MeadowsMark Meadows））在在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國情咨文國情咨文””採訪時採訪時，，拒絕拒絕
透露在彭斯競選團隊上發生透露在彭斯競選團隊上發生Covid-Covid-1919疫情的程度疫情的程度，，他他
說說，，彭斯恢復競選活動時將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隔離彭斯恢復競選活動時將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隔離，，
儘管他直接接觸了該病毒的感染者儘管他直接接觸了該病毒的感染者，，但周日仍在旅行競但周日仍在旅行競
選選。。

梅多斯告訴梅多斯告訴CNNCNN：“：“分享個人信息不是我們應該分享個人信息不是我們應該
做的事情做的事情。”。”梅多斯說梅多斯說，，此類披露僅適用於唐納德此類披露僅適用於唐納德··特特
朗普總統朗普總統、、副總統或內部人士副總統或內部人士。。

梅多斯說梅多斯說：“：“每當有人受到感染時每當有人受到感染時，，我們都有義務我們都有義務
讓人們知道怎樣追踪和他們接觸的人讓人們知道怎樣追踪和他們接觸的人。”。”

一位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一位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彭斯是白宮冠彭斯是白宮冠
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負責人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負責人，，計劃在最後選舉日之前的計劃在最後選舉日之前的
每一天繼續巡遊和競選每一天繼續巡遊和競選。。

在周日晚些時候抵達北卡羅萊納州之後在周日晚些時候抵達北卡羅萊納州之後，，彭斯將在彭斯將在
周一前往明尼蘇達州周一前往明尼蘇達州，，並在周二回到北卡羅萊納州和南並在周二回到北卡羅萊納州和南
卡羅萊納州卡羅萊納州。。預計他本周也將返回中西部預計他本周也將返回中西部。。這位官員說這位官員說
，，彭斯將繼續接受測試彭斯將繼續接受測試，，但像特朗普一樣但像特朗普一樣，，仍計劃在下仍計劃在下
週的每一天都在競選的路上週的每一天都在競選的路上。。

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經殺死了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經殺死了224224,,000000多名美國多名美國
人人，，這些事態發展引發了有關白宮內部安全協議和透明這些事態發展引發了有關白宮內部安全協議和透明
度的新問題度的新問題。。

該消息是在大選前的一周傳出該消息是在大選前的一周傳出，，彭斯領導白宮冠狀彭斯領導白宮冠狀
病毒特別工作組病毒特別工作組，，因此民主黨人士指出他應該停止競選因此民主黨人士指出他應該停止競選
活動活動。。副總統上週前往了佛羅里達州副總統上週前往了佛羅里達州、、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州、、俄俄
亥俄州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賓夕法尼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

星期六星期六，，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視新聞網，，奧布斯特本周初檢測出冠狀病毒呈陽性奧布斯特本周初檢測出冠狀病毒呈陽性。。兩兩
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儘管儘管
奧布斯特最近與彭斯一起旅行奧布斯特最近與彭斯一起旅行，，但白宮幾天前仍未透露但白宮幾天前仍未透露
或確認有關他的陽性測試的信息或確認有關他的陽性測試的信息。。

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梅多斯和副總梅多斯和副總
統的辦公室正試圖使新感染的消息保持安靜統的辦公室正試圖使新感染的消息保持安靜。。消息人士消息人士
將彭斯和梅多斯的行為描述為試圖掩蓋公眾新聞的將彭斯和梅多斯的行為描述為試圖掩蓋公眾新聞的““護護
符符”。”。

在競選過程中在競選過程中，，人們已經避免使用口罩長達數月之人們已經避免使用口罩長達數月之
久久，，包括本週早些時候彭斯乘坐空軍二號專機時包括本週早些時候彭斯乘坐空軍二號專機時，，彭斯彭斯
和肖特在周四和星期五的旅行中都沒有戴口罩和肖特在周四和星期五的旅行中都沒有戴口罩。。

作為彭斯的幕僚長作為彭斯的幕僚長，，肖特一直是美國冠狀病毒應對肖特一直是美國冠狀病毒應對
工作的重要助手工作的重要助手。。據報導據報導，，他倡導以經濟為先的方式應他倡導以經濟為先的方式應
對大流行對大流行。。

知情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知情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肖特是反對美肖特是反對美
國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國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西博士關於大流行的建議的主福西博士關於大流行的建議的主
要推手要推手。。

肖特的診斷是在特朗普總統肖特的診斷是在特朗普總統，，第一夫人梅拉尼婭以第一夫人梅拉尼婭以
及白宮工作人員的幾名助手和成員測試呈陽性數週後作及白宮工作人員的幾名助手和成員測試呈陽性數週後作
出的出的。。彭斯和肖特一起繼續進行了積極的競選活動彭斯和肖特一起繼續進行了積極的競選活動，，沒沒
有隔離有隔離。。他的醫生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他的醫生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他不需要這樣他不需要這樣
做做，，因為他沒有與特朗普或其他測試陽性的人密切接觸因為他沒有與特朗普或其他測試陽性的人密切接觸
。。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彭斯競選團隊中至少彭斯競選團隊中至少55個人的冠狀病毒呈陽性個人的冠狀病毒呈陽性，，
包括辦公室主任肖特包括辦公室主任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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