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ean Treasure Seafood Restaurant

海 寶 漁 港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Wah Kan 
of 2/F, Fortuna House, 149-151 Shek Yam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cean Treasure Seafood 
Restaurant situated at 2/F, Fortuna House, 
149-151 Shek Yam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to Chan Tat Yin Stephen of 2/F, 
Fortuna House, 149-151 Shek Yam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3 October 2021”

「現㈵通告：陳華根其㆞址為新界葵

涌石蔭道149-151號福蔭大廈2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葵涌石蔭道

149-151號福蔭大廈2樓海寶漁港的

酒牌轉讓給陳達賢其㆞址為新界葵涌

石蔭道149-151號福蔭大廈2樓及續

牌。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

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字樓酒牌局

㊙書收。

㈰期：2021年10㈪13㈰」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粤 0304 民初 33857 号
陈思翰 :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立华诉被告陈思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九条
的规定 ,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证据一套等。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 1. 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解除 ; 
2. 被告支付拖欠房租、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共计 98331.53 元及利息 ( 利息以
98331.53 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 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 被告支付违约金 14800 元 ;4. 本案诉讼费等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 经过三个月 ,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7 日 9 时 30 分 , 请在开庭时间前十五分钟到本院庭审管理中心签到
并获取具体开庭地点信息，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長實昨突擊公布洪水橋洪元路2號的新盤#LYOS消
息，項目提供341個單位，已獲批預售樓花紙。長實
執行董事趙國雄表示，#LYOS的定價將會參考北部都
會區範圍的樓盤價格。他又解釋，#LYOS的名字是指
Live Your Own Style，表達項目的創新獨特個性。

長實洪水橋新盤提供341伙
#LYOS實用面積由202至806平方呎，標準單位方

面，開放式戶佔約56伙，面積由202至209平方呎；
一房戶佔88伙，面積一律少於300平方呎；兩房單位
有88伙，面積由447至482平方呎，分開放式廚房及
梗廚兩款設計。此外，項目提供51伙特色戶，為花園
複式戶，一律三房一套房間隔。

長實高級營業經理楊桂玲表示，#LYOS為特首提出
「北部都會區」後首個推出的住宅項目。項目連花園

單位佔全盤約 30%，將爭取於下周二(19 日)上載樓
書，示範單位設於紅磡置富都會。

KENNEDY 38下月推售
新地、會德豐地產及恒地(012)合作位於堅尼地城卑

路乍街38號的新盤，正式命名為KENNEDY 38。新
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預計，項目最快下月推售。他指

KENNEDY 38 鄰近港鐵堅尼地城站，項目價格會參
考同區樓盤呎價，現時區內呎價約為 3.3 萬至 3.5 萬
元。新地代理副總經理唐錦江指，該盤提供341伙，
其中三成為開放式、六成為一房、一成為兩至三房。

另外，中洲置業新盤星凱．堤岸昨再加推 3 號價
單，涉及134伙，扣除最高15%折扣後，折實售價由
692.5萬元起。項目首3張價單合共涉及536伙，整批
單位平均折實呎價20267元。發展商表示，預計會在
本周末發售，收票超過2萬張。最新價單134伙，折實
售價由 692.5 萬至 2337 萬元，折實呎價 16441 元至
25457元。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分析指，現階段發
展商拿到預售樓花紙之後都會盡快推出市場，預計推
售潮會延續到第四季度末。

國與國關係，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
永遠的敵人。中美貿易戰略出現變化，
而且美國方面的新貿易戰略初步亮相，
公布了未來操作的不同方向。若單純觀

察新戰略初步指引字眼，不能否認未來中美經貿的壓
力和風險或許不會出現市場期待的整體紓緩，相反壓
力明確增加，不過在結構性上將出現調整。

採用逆向思維，需要先判斷美國經濟利益所在，究
竟他們會如何調節關稅措施？考慮他們自身策略，目
前美國的利益立場十分明確，需要評估自身通脹因
素，故此在中美貿易當中，機電產品等中間品對壓抑
美國通脹風險、拉動生產復蘇影響明顯。因此，相關
品類商品有望優先迎接關稅的下降。

針對 「非市場貿易行為」，亦需要判斷究竟什麼範
疇會率先遭遇關稅調升和新工具施壓的風險？在美國
政府眼中，中國內地具備明顯比較優勢的一批產業領
域，將會是被擴大施壓的目標。這些產業領域範圍將
進一步擴大，目前包括半導體晶片、電動汽車大容量
電池、稀土金屬、藥品等四大產業鏈。美方宣布已有
工具和新工具將同時啟用，象徵相關產業現行關稅
下調機會不大。

中美經貿關係重回利益考量
此外，目前美國政府外部戰略以其盟友圈為基礎。

自2018年後，雙方貿易向其他國家轉移趨勢加速，意
味未來中國或有更多的產業鏈和行業領域將直接面
對中美貿易風險和壓力。不過，從長期角度來看，雙
方經貿關係及前景將回歸以雙方利益為具體考量的正
確道路上，過程雖曲折，但方向不變。

在整體製造業及外貿投資布局上，投資者需要緊盯
中美貿易博弈的變化。

資深金融及投資銀行家 溫天納

中美貿易博弈
對不同產業的影響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張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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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北部都會區」首推住宅項目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一手熱料延續到年尾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

道：新盤市場並未因颱風 「圓
規」 襲港而有所冷卻，三家發展
商昨公布最新的銷售部署，其中
長實 (1113)及新地 (016)分途出
擊，推出洪水橋新盤#LYOS和堅
尼地城的KENNEDY 38，兩盤分
別提供341伙。此外，中洲置業
火炭站星凱．堤岸亦部署本周末
開售。市場人士預計，第四季度
新盤推售潮再度加碼，發展商的
推售戰會延續到今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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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雄(右)表示，#LYOS的定價將會參考北部
都會區範圍的樓盤價格。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於本周宣布，立
法者已就提高短期債務上限達成協議，將
債務上限延長至12月初，新的協定允許
債務限額增加4800億美元。當前美國的

債務上限為28.4萬億美元，提高之後將變為28.8萬億
美元。美國財政部估計這筆款項將允許其在12月3日
之前償還債務。債務上限壓頂的危機暫時得到解除，
市場投資者們緊繃的神經終於可以暫時鬆一鬆。

市場資料方面，9月美國非農數據遠遜預期，截至10
月2日當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減少3.8萬人，經季節
性調整後為32.6萬人，為6月底以來的最大降幅。美國
9月ADP就業人數增加56.8萬人，預期值為43萬人。
有分析師指出，儘管勞動力市場復蘇步伐較第二季明

顯放緩，但仍在繼續取得進展。另外，當下能源問
題困擾全球，俄羅斯總統普京於上周四的能源會議
上指出，俄羅斯準備好幫助穩定全球能源市場，並
可能在今年向歐洲出口創紀錄的天然氣。近期中美
雙方磋商談判的頻率加快，並屢次釋放雙邊關係改
善的信號，受境內美元流動性持續寬鬆、中美關係
改善影響，短期內美元兌人民幣或表現偏弱震蕩。
然而隨美聯儲鷹派表態將推動市場提前交易加息
預期等因素出現，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正在逐步
累積，而短期內金價走勢預估繼續因美元的強勢而
暫時保持區間震蕩。

本周策略
上周市場觀望美國就業數據，匯市出現短暫的

獲利回吐壓力，美元匯價早段回軟，曾經跌至94
邊緣。其後美國國債觸頂危機暫時得以紓緩。能
源價格近日持續上漲，市場對通脹加劇及利率趨
升的憂慮加深，資金流入美元避險，美國10年期
債息一度衝上1.6厘以上，加上私人職位增長勝預
期亦支持美元表現，美元匯價造好，再度測試近
日高位94.50水平。預期美元繼續維持近期強勢，
若能突破94.50阻力，將上試95.00關口，而下方
重要支持為93.50水平。美國債息上揚，上周美元
兌日圓終突破112.00關口，更引發止蝕盤湧現，
最高見113.50水平。市場預期日本央行將繼續維
持寬鬆貨幣政策，與其他主要央行政策有異。技
術上，美元兌日圓上方阻力位為 113.70 及 114.00
水平，下方支持位預料為112.00及111.50水平，
後市估計在111.50至114.00反覆上落。

招商永隆銀行司庫 蕭啟洪
(逢周三刊出)

外匯
一點通

美債務上限壓頂
危機暫解除

【香港商報訊】颱風 「圓規」迫近香港，天文台預
告將在下午掛八號風球，加上外圍美股及內地股市均
轉淡，港股昨日低開329.14點，失守25000點關口，
午後投資者無心戀戰，大市跌幅再擴大，最終收市報
24962.59點，跌362點或1.43%，全日成交縮至1369.9
億元。國企指數收報8849點，跌150點或1.67%。恒
生科技指數跌幅較為明顯，收報6199點，跌203點或
3.18%。

早前作為大市火車頭科技股巨頭大幅回調，市傳中
紀委派員進駐金融單位，調查金融機構與大型民企關
係 會 否 太 親 近 ， 阿 里 巴 巴 (9988) 首 當 其 衝 ， 跌
3.87%，收161.3元；騰訊則全日回調2.58%，報483.2
元；美團(3690)回吐3.03%，收269元；小米(1810)對
手榮耀恢復與Google合作，勢將威脅小米，拖累小
米全日跌2.54%，收21.1元。

藍籌方面，平保(2318)急吐5.2%，表現最差；港交
所(388)跌1.9%；友邦(1299)跌1.3%。至於內房及物管
股板塊則逆市向好，碧桂園(2007)升3.3%為表現最好
藍籌；融創(1918)升4.7%；潤地(1109)升2.7%；中海
物業(2669)升4.9%；世茂服務(873)升5.1%。

港股成交縮
科技股跑輸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戴德梁行昨舉行
2021年第三季寫字樓及商舖租賃市場回顧及展望，該
行香港董事總經理蕭亮輝表示，商業市場租賃活動增
加，表現有復蘇象，上季寫字樓租賃市場錄32.77萬
平方呎的正吸納量，是2019年第三季以來兩年首見。
同時四大核心區街舖空置率明顯改善，尤其是旺角及
中環。

另外，第三季待租率由次季 14.4%略微下降到
13.9%，反映寫字樓租賃擴張。戴德梁行預計，第四季
度寫字樓租金將進一步下降1%至1.5%，積極的淨吸收
將在第四季度繼續，預計第四季度的待租率維持
13.9%，交易將圍繞新的供應和管理良好的租賃組合。

第三季零售市場表現理想。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
港寫字樓部主管林應威指，零售額按年錄約 8.1%增
幅，街舖租金最壞時間經已過去，四大核心區街舖空

置率明顯改善，尤其旺角及中環分別降至 10.9%及
8.5%，但銅鑼灣空置率升至13.2%，尖沙咀空置率升至
14.3%。他指相信情況要等通關才能改善。該行預計第
四季整體舖位租金企穩，餐飲業將帶動舖市復蘇，預
計中環、旺角舖租將有1%至3%按季升幅。

四大核心區街舖空置率明顯改善
Q3核心購物區街舖空置率表現
核心購物區

銅鑼灣

中環

尖沙咀

旺角

空置率

13.2%

8.5%

14.3%

10.9%

變幅

+2.7%

-2.8%

-2.4%

-7.3%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中國恒大(3333)
寄予厚望的恒大汽車(708)在天津生產基地召開戰
略合作夥伴大會，恒大汽車總裁劉永灼會上通報
恒大造車進展，宣稱首款恒馳將於明年初在天津
下線(完成生產)。

恒大汽車戰略合作夥伴大會上，天津濱海高新
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夏青林稱，高新區與恒
大汽車是發展的命運共同體，要一起面對困難，
一起搶抓機遇，並將在資金政策、審批、協調相
關部門、各類金融機構等各方面提供必要幫助，
支持企業盡快走出困境，助力恒大汽車早日實現
量產目標。

天津濱海新區主要領導，汽車零部件商博世、
安通林集團、日立等企業高管都有出席大會。恒
大汽車高管在會上表示，公司已打響了為期3個月
的攻堅戰，確保恒馳首架車明年初在天津工廠下
線，首款量產車將是在上海車展上邀請媒體試駕
的 「恒馳5」。

高負債內房致力降負債率
另外，內房致力降低負債率，其中中國奧園

(3883)公布，昨日其全資附屬公司已按其尚未償還
本金額15億元人民幣，連同累計至到期日的利息，
悉數贖回2018年發行的境內債券。該公司於9月底
已宣布，公司主席郭梓文將認購公司價值6億元的
新股增持股權，同時引入恒地(012)聯席主席李家傑
為戰略投資者，認購價值約4億元的新股。

建業地產(832)亦公布，本月1日至11日，公司
已從公開市場回購部分今年11月的票據，本金總
額約 1428 萬美元，佔 11 月票據初始本金總額
3.57%。於本公告日，未償還今年11月票據的本金
總額為4億美元。

恒大汽車稱
首款恒馳明年初下線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粤 0303 民初 25575 号

袁家驹 :

本院受理原告林忠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 因你地址不详 ,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 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开庭时间定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 16

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粤 0303 民初 24590 号
张禹镇 :

本院受理原告夏文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开庭时间定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
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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