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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打殘各行各業，市

面吉舖處處，但「有危就有機」。

香港文匯報發現大街窄巷，近期都

有散貨場影子，就連大型屋苑都有

攤子出現，在美孚小商場只租一個

與寫字枱相若面積的檔主表示，

「1,000蚊租1日，搵到餐食，好過

在家打機。」業內人士預計，本港

失業大軍不斷增加，料有更多人為

生計「周圍走」做小販，散貨場未

來一段時間都會是商舖「疫市」當

中的一個現象。

1000蚊租張枱賣嘢
創業初哥疫境快閃周圍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不少大型食店
「疫境」執笠，遺下空置巨舖。惟如希臘哲學家亞
里士多德所說：「大自然最討厭真空」，不少安老
院趁「疫市真空」搶佔巨舖擴充，部分更選擇提價
租用原為酒樓等食肆舖址，成為舖市一支奇軍。
美聯旺舖董事盧展豪表示，本港社會衝突及新

冠肺炎持續，令餐飲業及舖市重挫，有安老院逆
市進駐原為酒樓的巨舖，更有部分個案即使面對
加租仍願意承租。

10年長約變成賣點
造就安老院一類行業有條件搶舖的原因，不

得不提香港人口平均壽命為全球之冠，人口老
化問題突出，無論是政府津貼或自費入住的安
老院舍，市場都有長期不斷的需求。但礙於行
業特性，對建築物承重力、採光度、走火通道
及消防設施都有嚴格要求，又需要動輒逾萬方
呎樓面，且地點也需考慮方便家人和朋友探

訪，不少老舊民生區如深水埗、油麻地、九龍
城等是合適選擇。在種種條件之下，市場上合
適該行業租用的盤源確實有限。
不過，由於護老院租用地方及申請牌照後會

斥巨資裝修，甚少遷出，租約一簽就起碼5年至
10年，為業主穩定了收入。再加上，疫症刻下
仍未受控，本港經濟衰退風險增大，普遍行業擴
充轉趨審慎，護老院受經濟周期影響相對較低，
需求維持平穩，肯開出較優厚條件吸引業主放
租，造就去年中開始，市場已開始出現安老院逆
市租用原為酒樓巨舖個案，最新呎租介乎25元
至39元。
綜合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美聯旺舖及市場

資訊，北角英皇道480號1樓，原為中式酒家及婚
宴場地，月租65萬，呎租39元。此外，原由酒樓
進駐的油塘嘉榮街6號油塘中心(嘉榮商場)地下G9
號舖及1樓，同樣由安老院以月租30萬元承租，較
舊租升約38%，新租約據報長達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疫情來臨令餐
飲零售業界進入冰河時期，斬纜離場逐漸增加，
令舖位市場表現死寂一片，曾有多位名人明星持
舖的中環擺花街陸續出現大幅劈租個案。市場消
息指，由藝人謝霆鋒持有的擺花街舖位近日需劈
價求租，終以月租7.3萬元租出，較高峰期租金
水平跌逾六成。至於其他由明星經營的店舖也要
停業，甚至轉戰網上平台自救。
市場消息指，中環擺花街26號地下及連閣樓，

建築面積約700方呎，新近以7.3萬元租出，呎租
103元。據悉，該舖曾在2012年以每月20萬元租
予鞋店，而在上一份租約已減至11萬元租出，最
新租金再降34%至7.3萬元。與高峰期相比，租
金水平累減64%。該舖由謝霆鋒於2012年斥1.17
億元購入，換言之，若算現租金回本的話，需
133.56年，目前租金回報僅0.75厘。

酒舖獲謝霆鋒減租逾兩成
至於相連的擺花街28號舖位，同樣由謝霆鋒

持有，面積約1,200方呎，由酒舖以每月8.5萬

元租用，自特首宣佈禁酒令後，獲減租2萬元或
近25%，直至8月。至於由歌手古巨基持有的擺
花街22號，現時由化妝品舖租用，暫未見減租
動作。

張敬軒餅店需暫停營業
疫情下，藝人所開的明星店亦不能倖免。由
張敬軒投資、位於灣仔胡忠大廈「仙后餐廳」旁
的餅店Patisserie，早於2月10日暫停營業，而總
店「仙后餐廳」仍然正常營業。
至於有舖收租的謝霆鋒，其成立的曲奇品牌

「12道鋒味」曾於中環、尖沙咀等多個地方開
設分店，惟受疫情影響，所有店舖都關門大吉，
目前只會不定時短租形式開Pop Up Store。而他
亦決定轉戰網上銷售市場，開設全新網上平台，
並現身平台幫忙宣傳。
曾發生多名佛堂義工及信眾確診的北角，林夏

薇位於北角堡壘街及渣華道的火鍋店及點心店亦
要縮短營業時間，入夜就關店。林夏薇稱，已停
止提供火鍋一段時間，但繼續供應點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疫情擴散，市面
冷清，百貨滯銷。有時裝品牌為求變現，不得不向
核心區舖主短租散貨。「吉舖」持續增加的銅鑼
灣，時裝品牌包浩斯（bauhaus）最近短租賭王何
鴻燊四太梁安琪旗下尚嘉控股持有的銅鑼灣軒尼詩
道澳門逸園大廈地舖，據悉月租僅25萬元，按面積
約1,500方呎折算，平均呎租約167元，新租約較
上手周生生長租時每月150萬元大減逾83%，市場
估計租期約3個月。

劈足八九成 租勻港九舖
包浩斯早於去年 11 月亦以同一做法承租
FOREVER 21棄租的旺角西洋菜南街百寶利商業
中心近2萬方呎巨舖。該舖由外資基金黑石集團持
有，包浩斯以較舊租平足88%短租約3個月，月
租僅30萬元、呎租15元。
另外，由資深投資者黎永滔持有的尖沙咀安樂
大廈地下A1、A2號及1樓，面積約1.45萬方呎的
巨舖，亦由包浩斯在今年2月起短租，月租約20
萬元、呎租14元，較過去服裝零售連鎖店G2000
租用時的200萬元低90%。連同新開設的銅鑼灣
店，上述3個位於四大核心旅遊區的特賣場合計租
金支出75萬元，包浩斯便承租總共36,000方呎舖
面，折算平均呎租約21元，較現今天水圍嘉湖山
莊呎租更便宜。
事實上，香港由過去的小販處處，變成現在的商舖
林立。在大環境變遷下，零售市場正醞釀變革，雖難
說香港正在時光倒流，但商戶「去中心化」趨勢明
確，而「數口精」的港人對「特賣場」、「散貨場」
等地方情有獨鍾，其中東薈城的「OUTLET」商店
群人潮更成為佐證。隨經濟轉差，港人消費模式將
趨向「抵而精」，加上散貨場短租的靈活性，相信將
陸續吸引各大零售商加入散貨場行列。

■包浩斯現仍租用旺角百寶利商業中心巨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包
浩
斯
短
租
「
吉
舖
」
呎
租
平
過
嘉
湖

中環明星舖租金平到… 回本要133年

��(���

■舊民生區因便利吸引安老院進駐。圖為北角的安
老院。 記者黎梓田 攝

■古巨基持有之擺花街22號舖位。 記者黎梓田 攝

■■多寶地產董事總經理陳多寶地產董事總經理陳
志寶表示志寶表示，，租散貨場日租租散貨場日租
或月租皆可或月租皆可，，市道差更可市道差更可
以隨時搬走退租以隨時搬走退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散貨場

安老院租丟空酒樓巨舖成奇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
散貨場可讓失業人士投入小量資金
試水，再視乎情況有無機會自己可
以開舖長做，但逆市下租用時需注
意什麼地方呢？多寶地產董事總經
理陳志寶表示，散貨場以短約為
主，如租戶是租舖自用，會簽署一
份行內俗稱「借用協議書」文件，
雖不是正式租約，但只要雙方簽妥
也具有法律效力。

短約自用未必打釐印
「借用協議書」與一般租約分別

在於，前者業主未必會打釐印，一
般租用時間介乎3個月至6個月左
右，並非2年死約加一年生約，1
個月起可以互相通知退租決定，大
舖位需提早1個月通知，而細舖位
則需要提早2星期左右。
不過，如果是「包租公」形式的
散貨場，「走場SALES」（流動
散貨場從業員）會跟場主達成口頭
協議，沒有租約文件，並直接把租
金過戶到場主戶口，租用時間介乎

1日至數個月也有，而且租金相當浮動，在
旺季如新年、聖誕等節目，又或星期六日等
公眾假期，租金會較平時貴2成左右，相反
淡季則會平2成。如遇上有「走場SALES」
臨時棄租，為填補租賃空缺，場主會以4折
至5折的價錢向相熟「走場SALES」招租。

提防場主收租後「走佬」
陳志寶又指，之前曾有場主因經濟問題，

收了租金後「走佬」，例如以前較出名的
「絲襪佬」曾長期有30間至40間散貨場，
另有曾達20間至30間舖位的「百貨城」。
他直言「畀咗錢未必追到數」，幸虧涉及銀
碼不是太大。雖然類似事件最近幾年已絕
跡，不過「走場SALES」會盡量找相熟場
主或集團式經營的散貨場租場，減少被走數
風險。
陳志寶補充，現在「走場SALES」大約

有500人或以上，最近主要售賣防疫用品、
清潔用品等。而傳統組合有手機配件、電子
產品，還有時裝、波鞋、首飾及家庭用品
等。地區除四大核心旅遊區（銅鑼灣、尖沙
咀、旺角及中環）以外，也包括北角、灣
仔、觀塘、土瓜灣、美孚、荃灣，甚至上
水、屯門等民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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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貨場可謂是香港經濟寒暑表，當好
景時，一些旺區商舖天價也租不

到，候租名單由中環排到筲箕灣，不過，
經濟逆轉時，以前租用這些舖位的名牌或
是棄租、或是約滿閂舖、甚至公司倒閉，
令舖位成為「吉舖」。由於商舖位處
旺區，人流量充足，於是有俗稱
「場主」的專門經營散貨場人士，
就看準業主短期無法找到長租客
戶的心理，就以極平租金短租
這些旺區「吉舖」，再分租予
個體戶，租期有些短至1日，
長則3個月。由於租金平，就
連一些大型零售商也會短租吉
舖作散貨場之用。

美孚商場賣口罩搵到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走訪老

牌大型屋苑美孚裡的小商場，其
中一間吉舖就有一個經營散貨場的
場主「金牌」進駐，其中一檔出售

印尼口罩，面積僅寫字枱般
大，檔主陳先生表示，這裡
多老人家，他們少出街又不
懂上網買，所以都有人幫

襯，但講到賺大錢就難少少，「多人睇少
人買，賺到餐飯吧，總好過在家打機。」
他說，舖租一日1,000元左右，一盒口罩
賣300元，同人拆貨返來賣，一盒賺約數
十元，至少一日要賣超過廿盒才夠交租，
未計運費、自己人工，同一日兩餐。
記者在西環街舖也見到有散貨場，其中

一檔賣USB儲存器，每隻「手指」有2TB
的存量，190元一隻。檔主推銷說，「4TB
的硬碟在腦場賣過千元，我兩隻手指就有
4TB，400蚊唔使，平腦場大半啦，手指仲
方便，抵買喎哥哥仔。」記者當時真係有
些心動，可能出於職業習慣，還是先上淘
寶搜一搜，結果發現同類產品只需60多元
已有交易，當場慶幸無做傻仔。

不用簽約隨時搬走退租
熟悉散貨場行業運作的多寶地產董事總

經理陳志寶表示，小市民想做生意，除做
網購、租街舖之外，亦可向散貨場主租個
「卡位」，最細小面積約為一張書枱，日
租約1,000元起。他解釋，書枱大小的
「卡位」（約3呎乘4呎），比較適合賣
小首飾的生意，如銷情理想的話，一日生
意額可有二三千元，即大約有1至2倍的

收入。不過，如果在「門口位」就要貴
些，日租約3,000元左右。
他指，由於現在零售市道差，有很多

吉舖，舖主都比較容易接受租予散貨
場，總好過丟空零租金。而租散貨場可
以比較靈活，日租或月租都可以，不需
要裝修及簽租約，當市道差的時候又可
以隨時搬走退租。但正常的租舖是要簽
租約，租期未完而退租，可能要賠租。
他並介紹，向舖主租回來再分租出去的
場主，比較出名的有金盟集團、金牌及
海洋集團、永達集團、創富集團、New
Style集團（家庭用品店）。

失業大軍現 個體戶增
不過，由於疫情影響，不少散貨場租戶難

以向內地取貨，加上也少了人出街，令到散
貨場的分租情況比以往困難。陳志寶說，
現時短租場租金較以往市好時平了4至5
成，而散貨場相關的從業員亦由以往800
人下跌至現在的500人。但他相信，由於
失業大軍即將出現，料內地供應正常後，將
會有不少人「周圍走」，在入場門檻低的散
貨場做個體戶，「散貨場生態」會成為商舖
疫市其中一個主流，直至經濟好轉。

■Texwood■Texwood牛仔褲屹立牛仔褲屹立3535年的亞皆老街店年的亞皆老街店
近期結業近期結業，，舖位建築面積舖位建築面積22,,547547方呎方呎，，市傳市傳
以每月以每月180180萬元放租萬元放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