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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本港嚴峻的新冠肺炎疫

情，政府明日（周三）進一步收緊

限聚令至 2 人及禁止食肆全日堂

食，令食肆生意再受重擊。昨日有

商舖業主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早在7月初爆發第三波疫情時，已為租戶即時減租一成至一

半，他直言「今日唔幫租客，只會大家攬住一齊死！」另有酒樓老闆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以「災難」來形容今次情況，除期望商舖業主

減租外，也期望政府作出即時財政支援，以免餐飲零售業大面積倒閉。

減租兼補貼 良心業主救食肆
收緊限聚令 全日禁堂食重大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政府明起進
一步收緊限聚令至2人，各大發展商也為推
售中的新盤作出相應安排，除展銷廳即時限
制排隊人數為2個人一組、每組需保持最少
1.5米距離外，還增設其他防疫安排，如電
離子空氣消毒機，及消毒大使(機械人)來加
強消毒等。會德豐茶果嶺KOKO HILLS原
定周五公開銷售44伙亦因應限聚收緊而取
消。長實則預計，新一波疫情會對樓市成交
有明顯影响，短期成交料大減30%。
會德豐旗下各樓盤展銷廳公布最新參觀安
排，每個時段限制參觀人數減至30人，簽
單區VIP房上限1位客人及1位工作人員，
座位距離較政府要求增一倍至3米。為提供

更全面保障，旗下茶果嶺KOKO HILLS展
覽廳今天暫停開放，進行全面消毒清潔。該
項目原定於周五公開銷售44伙亦因政府措
施而取消，而8伙招標單位將維持於周五發
售，同日上午十時截標。

長實：樓市成交短期料減30%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旗下日出

康城Sea To Sky售樓處會增購5部電離子空
氣消毒機，減少同事和地產代理互相感染的
機會，公司會加强以網絡會議方式進行溝
通。他料今次疫情對樓市成交會有明顯影
响，短期成交量料大減30%。由於按揭息率
處於歷史低位，加上本港實際仍處於需求大

於供應，料樓價可於現水平企穩。

多個新盤售樓處控人流增防疫
新地旗下屯門御海灣售樓處也由今天起進

一步提高防疫措施，售樓處內設有多個獨立
空間，每空間內只容納最多2人，包括1位
代理及1位客人。每台客人離開後，都會繼
續以1：99漂白水或同效消毒用品消毒清
潔，除仍會每晚於售樓處進行消毒外，更增
設消毒大使(機械人)，以加強消毒清潔。
恒大旗下屯門恆大．珺瓏灣及長沙灣恆大

．睿峰位於長沙灣億京廣場的展銷廳所有時
段內每枱客人連代理不可多於2人，每次場
內参觀人數上限為30人。發展商亦會每半

小時定時消毒展銷廳，安排入
場前量度體温、消毒搓手液消
毒雙手及要求須戴上口罩方可
進場。場內等候區內，枱與枱
之間會繼續保留1.5米距離，
並設置圍板分隔。
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合作屯

門帝御．金灣設於尖沙咀美麗
華廣場的展銷中心將加強現場
人流控制，包括於地下大堂排
隊等候，以派籌形式分流參觀，展銷中心內
同一個時段人數之上限減至50人。開售當
天，除了於美麗華廣埸五樓展銷中心內進行
外，正計劃租用該酒店經全面消毒的部分地

方，作客人分流用途。恒基物業代理營業
(二)部總經理韓家輝表示，旗下售樓處現場
設有約2米高圍板分隔，每張枱限坐2人，
不同位置及每張枱均會提供清毒搓手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本港第三波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港府再公布4項抗疫措施，
由本周三起，全日禁堂食7天，「限聚令」由4
人進一步收緊至兩人，消息令餐飲及地產股當
災，恒指也先高後低，倒跌收場。恒指昨跌102
點報24,603點，成交大幅回落至1,257億元。另
外，中美關係緊張，資金避險，金價創紀錄新
高，現貨金一度突破每盎司1,945美元。
限聚令再收緊，禁堂食7日，餐飲及地產股
急瀉，翠華(1314)跌3.4%， 太興集團(6811)跌

2.5%， 大快活(0052)跌1.1%，大家樂(0341)升
0.4%；本地地產股亦全線下跌，恒地(0012)、
長實(1113)跌逾1%，新地(0016)跌0.9%，新世
界(0017)跌2.8%，是最弱勢藍籌。
不過，港視(1137)、CEC(0759)及日清(1475)
則料受惠禁堂食命令，分別大升11%、16.7%
及10%，其中港視更破頂，見過8.05元新高。

港股轉弱 恐進中期跌浪
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示，港股昨

日曾升過267點，最後收市倒跌，技術上港股
走勢又再出現「四連陰」，加上昨日指數正式
跌穿50天線(24,630點)，大市已確定轉弱，而今
次跌穿50天線，也顯示自今年3月19日低位
21,139點開始的中期反彈浪，已經要止步於7
月7日高位26,782點。他相信恒指在期指結算
日前後，下穿7月2日的低位24,563點，防線若
失守，後續將進入中期下跌浪。

金價創新高 金礦股受捧
中美關係緊張，令金價創新高，金礦股及相

關ETF獲追捧，山東黃金(1787)升12.4%，招金
(1818)大漲9.4%，中國黃金(2099)亦升8%，SP-
DR金ETF(2840)也升1.8%報1,409元。美銀分
析師Michael Widmer在題為「聯儲局無法印黃
金」的報告中指出，全球利率將長期保持低
位，央行亦會持續擴充資產負債表，黃金的投
資需求會推動金價續漲。
瑞銀也認為黃金是今年來表現最好的資產，

一系列不確定因素，並調高未來1年金價預
測，下半年目標從原來的1,900美元升至2,000
美元，明年3及6月目標從原來的1,850及1,800
美元，上調至1,950及1,900美元。

高度防疫 茶果嶺新盤取消公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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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稻苗學會會長、叙福樓主
席兼行政總裁黃傑龍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形容今
次的情況是「飲食業嘅災難」，指全行生意可能大跌九成，
等同將飲食業停擺，更會加快部分的食肆倒閉。他認為，今
輪疫情不應由餐飲業「埋單」，促請政府向業界作即時財政
支援，以解燃眉之急。

部分食肆難靠外賣支撐
黃傑龍說，早前晚市禁堂食後，估計整個7月全行生意將

跌五成至七成，本港租金貴加上人力成本高，如今連日間堂
食都禁止，「直情係飲食業嘅災難」，全行生意可能大跌九
成，擔心很多同業都過不了今次的關。「飲食業人工及租金
支出相當大，每有100元收入，交租及人工支出已佔50至
60元，全面禁堂食只靠外賣嘅話，可能只有10元收入，如
何交得起50元及60元嘅租金及人工？」
「我明白，控制疫情最緊要，但今次是政府令飲食業不能
做生意，部分食肆如火鍋店、高級西餐廳，以至靠宴會賺錢
嘅酒樓，怎能憑賣十個八個外賣飯盒來開舖？電費、煤氣費
都唔夠！」由於外賣根本不能彌補開支，因此，包括他們叙
福樓集團旗下數間酒樓分店，以及不少同業最近都選擇索性
停業一段時間。他期望政府可以作出即時財政支援，令業界
可以有「鹽水」吊下去。

呻有一半業主不肯減租
對於政府再呼籲商舖業主減租，黃傑龍說，今年3至4月
上一波疲情嚴峻期間，都只有小部分商舖業主肯減租，至少
一半業主都不肯減；5、6月疫情一度緩和，消費市道反彈，
業主更加不會減租。7月份疫情再爆發，政府又禁晚市堂
食，至昨日宣布全日禁堂食，他向同業查詢各業主有否減租
時，都只是表示要看一看7月份生意額再決定，因此他期望
各大小業主可以減租甚至免租共度時艱。
面對明日起食肆全面禁堂食，黃傑龍說，叙福樓自己會採

取節約成本的經營策略，從最近禁晚市堂食的生意已觀察到
哪些地區會有外賣需求，因此旗下超過一半無外賣需求的餐
廳明日起會暫時停業，即使會開業的分店亦只會於周六及周
日開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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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收緊 餐飲地產股當災
餐飲股昨捱沽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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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港股昨一度升267點，收市倒跌。 中新社

■李根興稱：
「今時今日唔
幫租客，只會
大家攬住一齊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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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進一步收緊限
聚令，明起全日禁止
食肆堂食，令食肆生
意再受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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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餐飲零售業雪上
加霜，不少企業今次已「打定輸數」。特

首林鄭月娥本月初再呼籲全港業主要為受疫情
打擊的租客減租，盛滙商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根興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承認，今次情況十分嚴峻，公司
今日會開會研究。他說，目前公司持有14間
舖，所有租戶於7月初第三波疲情發生初期已
要求減租，公司亦於7月初即時向其中13間舖
租戶減租，當中8間為食肆，5間為零售商或其
他行業，唯一沒獲減租的租戶是洗衣店，只因
疫情下其生意反而有增長。

李根興：14間舖13間獲減租
李根興說，其中食肆的租戶除獲全面減租
外，若他們提供贈品優惠，例如外賣買一送一
的話，額外的送贈由盛滙補貼，希望藉此幫他
們做更多生意，找到新的回頭客，長遠增加收
入。他相信，新防疫措施下，公司要加碼補貼
優惠，如西營盤皇后大道西282號地舖，租客
為小川莊，目前於晚上6時後外賣川味麵食會

買一送一，明日起優惠應會延長至全日。

連補貼優惠 部分大減租一半
面對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7月初盛滙已向旗

下13個舖位租戶減租。他舉例指，佐敦寧波街
27A阿久根拉麵店，原本月租9.3萬元，7月已
馬上減租三成，及送1萬元外賣現金券；新蒲
崗爵祿街116(B1)舖，齊柏林熱狗店，原本月租
1.92萬元，公司落實未來數月送出1,000隻熱
狗，買一送二，熱狗每隻平均40元，公司會按
面價支付租客。土瓜灣馬頭圍道88號(F)珍珠奶
茶店，原本月租2.8萬元，最新減租三成，兼補
貼 Deliveroo 外賣平台的買一送一優惠，希望
吸引多些人叫外賣，相等於減租約五成。
除了食肆，零售商以至中醫診所租戶都有減

租優惠。李根興指出，天后銅鑼灣道168至174
號(C)舖，租客為7-11， 原本月租6萬元，由於
對面皇仁書院已放暑假，決定減租一半至3萬
元；旺角染布房街1號(6)舖，租客中醫診所，
原本月租3.5萬元，7月份開始減租一成，再送
出5,000元中醫現金券， 幫他吸引新顧客幫襯

中醫療程。他坦言：「我哋啲租金收入已經跌
到好傷！但冇辦法，今時今日唔幫租客，只會
大家攬住一齊死！」

在家工作在家煮 外賣需求減
李根興認為，政府明日起全日禁止堂食，又
鼓勵僱主盡量安排員工在家工作，這對所有食
店生意影響好大，皆因沒有堂食，好多人會改
為帶飯回辦公室食或在家工作的在家煮食，叫
外賣大減，街上人流也會大減，對500呎以上
的商舖影響最大。現在租值完全是看疫情，如
果疫情未能受控，預期核心區租值年底前會下
跌多四至五成，民生舖也會跌兩至三成。
這一輪新措施也會令商舖售價下跌， 他相

信，個別心急的業主，核心區預期跌多三成，
民生區也跌一至兩成。如果是小店性質，他
指，旗下舖位有租客做燒味外賣、滷味店、熱
狗、炸雞外賣，菜肉檔等，反而生意上升。但
如果是非必要的小食，例如雞蛋仔、魚旦、珍
珠奶茶、雪糕店等，生意也會隨着人流減少而
大幅下降起碼一半。

■■御海灣售樓處增設消御海灣售樓處增設消
毒大使毒大使((機械人機械人))，，以加以加
強消毒清潔強消毒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