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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團考察採樣化驗醫療系統
前海招商大會
40重點項目集中落戶

資金人才政策齊
港企落戶信心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
盟啟動儀式。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視
辭時表示，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發展平台之一，
●內地防疫專家團 22 日到訪天水圍醫院了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
解急症室的分流及應診安排。
解急症室的分流及應診安排
。
的重大發展戰略，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鍾偉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推動深港創新發展，與全球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
鍾偉强指，創新及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本屆
政府積極落實各項創科政策，並史無前例地投放超過 1,3
港元。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
園的發展。此外，最近中央印發“前海方案”，深港兩地
也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包，進一步提供科研資源、資金
才等措施，並向外推廣港深兩地在創科方面的獨特優勢，
為深港兩地招才引智。
他表示，衷心期望與會各位可以擁抱國家發展機遇，
參與大灣區和國家的創科發展，盡展所長。進一步推動科
素跨境流動，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國
需”，發揮“香港所長”。

崔俊明：到訪處曾爆疫
可檢視改善效果
總投資逾866億
擴區激發新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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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檢疫酒店防範措施



(

內地專家團 22 日早 8 時許由下榻的灣仔君悅酒店出
發，首站是用作入境人士檢疫的灣仔帝盛酒店。專家團早
訪港的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22 日繼續考察行程，
上約 9 時抵達後，在香港特區政府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陪同下，聽取酒店管理層講解運作情況，
先後到訪指定檢疫酒店、社區檢測中心及實驗室，以及醫
如閉環式管理、檢疫流程、酒店防疫措施和消毒程
院和貨櫃碼頭等與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關的單位及設施。有
序，以及倘發現有確診個案時，患者由專用通道送上
救護車等安排。專家團之後在酒店內考察有關情況。
香港專家指出，內地專家團考察重點涵蓋入境檢疫、採樣檢
現時的第五輪指定檢疫酒店涵蓋 36 間酒店，提
測、化驗及特定群組防疫，“考察是一環扣一環”，且到訪地
供約共 1 萬間房間，合約期至 11 月 30 日，而 12 月 1
點有一個特色，就是不少曾“出事”，其中酒店曾發生住客交
日開始的第六輪指定檢疫酒店則有 40 間酒店，提供
約 11,500 間客房。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對
叉感染個案，實驗室則有樣本污染出現“假陽性”問題，貨
香港文匯報指出，內地專家團繼
21 日到機場考察後，
● 前海招商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達40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攝
櫃碼頭亦曾爆發疫情，認為今次考察可檢視其改善情況，
22日則考察指定檢疫酒店，因這兩處均是“外防輸入”
的重點關口，所有入境人士在機場經檢測後，再到指定酒
“內地專家的考察十分仔細，確保恢復與內地正常通
前海擴區以來，其發展備受深港兩地關注。由前海管理局聯合南山區政府、寶安區政府、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
店隔離檢疫並檢測，防止有潛在患者將病毒帶入社區。
關後，不會出現病毒流入內地的危機。”
共同主辦的“2021
年前海招商大會”19 日舉行，首次集中展現擴區後前海
120 平方公里的城市魅力、營商環境，向
不過，指定酒店曾多次出現感染個案，內地專家
22 日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察的灣仔帝盛酒店今年8月便有3宗確診個案，經調查相信是空
海內外各界推介“大前海”新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吸引更多港企港人落戶前海。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 40
氣傳播引致交叉感染，一對確診夫婦開門時沒有關窗，令房內空氣
個，總投資金額超 866 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等
流往住對面房的外傭。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早前亦有確診者的病毒經
空氣感染鄰房住客，富豪機場酒店近日也有兩名同層住客確診，屬互相感
10 家港資企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染，相信病毒亦是經空氣傳播。
崔俊明指出，專家團22日到訪曾出現交叉感染的灣仔帝盛酒店，相信是有意安排，
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環境，根據普華永道的評估，前海營商環境
百億元 2 個，超 10 億元的有 16 個，超億元的
主要是要了解酒店改善防疫措施情況，“如果曾出事的酒店經改善已穩妥，可以增加內
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南山區委書記
模擬排名全球 22 位，開辦企業便利度接近香
32個。
地專家的信心。”不過，他表示指定檢疫酒店有加強抽風系統，增加換氣速度，以減低
曾湃表示，前海合作區“擴區”，為企業集
港。
空氣播疫機會，惟仍有酒店發生住客經空氣傳播染疫情況，認為仍要改善有關漏洞。
10港企項目總投資逾216億

深

聚發展拓寬了更廣空間，提供了更多機遇。
前海將加快實現總體規劃、產業促進和獎補
等政策全覆蓋，加快釋放“擴區”的強大規
模效應、乘數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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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前海方案
深港推聯合政策包

香港文匯報訊▼內地防疫專家團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作為深港
他表示，前海深入實施比經濟特區還要
22 日天下午到
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對港人港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
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為現代服務業企業發
在落戶前海的重大項目中，來自世紀互
天水圍 達天水圍醫院考察。
▼內地防疫專家團 22 日下午顯示，前海已形成高端引領、集約發展的現代服務業體系
展提供了澎湃動力。近期，財政部和國家稅
聯、新創建物流、昊宇星供應鏈、裹動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葵涌 到訪葵涌貨櫃碼頭。
計註冊外資企業1.35萬家，其中港資企業1.17萬家。
務總局聯合印發通知，將 15%的企業所得稅
技、盈湃科技、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
攝
此外，前海也成為海內外人才匯聚的“高地”，截
政策惠及面擴大至商務服務業。此外，前海
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的 10香港文匯報記者
家港資企
前，前海集聚境外人才 6,000 餘人、各類高層次人才 577 名
正在陸續推出總部、商貿、新興產業、專業
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來自
現香港稅務師、註冊建築師和澳門核數師、會計師等 14 類
服務等“八大政策”。
IBM 前海項目、羅盛諮詢、帝亞吉歐等 10 個
人士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前海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企
外資項目總投資額約23.25億元。
油麻地 ▼內地防疫專家團 22 日上午 來自國壽鐵建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金融
“人才濟濟”為前海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海創
業在這裏既能擁抱廣闊的內地市場，也能依
到訪油麻地社區檢測中心。
青、庫基生物創始人余廣滔表示，從香港開始創業，搬家
託香港服務業優勢，更加暢順地走向世界，
壹賬通、平安城智通、招商金融等
10
個內資
中新社
海，正是看前海在政策、資金、人才等創業各階段要素都
參與國際競爭。”黃曉鵬說。
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449.28億元。
齊全，資源豐富。除了工作，來到前海也倍感人文關懷，
據悉，本次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 40 個
來自中航產融、香港勝利證券等 10 個重
很貼心，“去年來到前海，疫情以來通關問題成為很大
項目，總投資金額超 866 億元。當中包括世
點前海投資項目正式啟動，總投資額約
戰，我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入學也面臨許多問題，前海方
界五百強企業投資設立的項目 16 個，境內外
177.28 億元。豐巢網絡、塗鴉科技、得易健
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安居樂業。希望企業在這裡，跟
上市公司投資設立的項目 3 個，獨角獸企業
康、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等 10 家
海一起發展。”
投資設立的項目 4 個，單個項目投資金額超
歸巢企業代表獲頒鑰匙。

了解檢測中心採樣安排

支持兩地企業“併船出海”

22 日早約 10 時 30 分，專家團在張竹君陪同
同時，前海將立足新發展格局，建立健
下轉往由華大基因負責的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檢測
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中心，華大基因旗下的華昇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支持內地企業與香
旭在場迎接，一行人亦按規定使用“安心出行”
港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掃描二維碼後才入內，並逗留約半個小時，而內
設，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
地專家此行主要是了解檢測中心的運作、服務安
排以及採樣流程。
去”。
現時全港仍有 19 間社區檢測中心運作，由 9
先行先試 推“八大政策”
間私營機構營運，包括為需要定期檢測的特定群
組提供免費檢測，並為其他巿民提供自費
240 元
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副書記、前海管理局
的檢測服務。
常務副局長黃曉鵬介紹，前海不斷優化營商
崔俊明表示，病毒檢測是防疫的重要一環，
且每日也有不少人前往檢測，內地專家需要了解
檢測流程，如人流分隔及分流等，且採樣後的樣
本儲存和處理程序也要了解。

灣仔

5
聽取急症室分流與應變

4
▲內地防疫專家團 22 日到訪灣仔的指定檢疫酒店
帝盛酒店，了解運作模式及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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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化驗所運作與流程

內地專家離開檢測中心後，便到大埔工業邨的
華大基因轄下實驗室考察，了解該化驗室的運作，
以及聽取有關香港最新病毒檢測能力的簡報。
與之前參觀的酒店一樣，華大基因實驗室以往
亦曾出現甩漏事件，繼今年初因一名化驗室助理故
意搖晃深喉唾液樣本器皿，令檢測出現“假陽性”
後，今年 4 月亦在一天內驗出 26 宗“假陽性”，經
調查是因實驗室交叉污染造成。華大基因一度被罰
暫停提供檢測服務，實驗室則作出改善措施，包括

更換作業工具配套耗材，另外加強人員培訓、考核
及認證制度，並更頻密地審核檢測程序等。
崔俊明指出，檢測中心採樣後送到實驗室化
驗，內地專家先後到訪有關設施，乃是逐個環節進
行考察，可謂“一環扣一環”，而實驗室每日處理
數千計以至萬計的樣本，內地專家要了解樣本由運
輸至化驗的程序，關注當中樣本會否有搞亂機會，
亦要了解員工的保護措施，以及污染物等處理問
題。

考察貨櫃碼頭防疫措施
專家團 22 日走遍港九新界，由港島的指定
酒店到九龍的檢測中心，再到新界東的實驗室，
考察實驗室後則驅車到新界西南的葵青貨櫃碼
頭，考察碼頭貨物運作流程，並聽取防疫措施介
紹，包括對高風險及高暴露的碼頭前線人員的管
理和檢測安排。
崔俊明指出，該碼頭亦是曾“出事”的地
點，去年 8 月第三波疫情時爆發疫情，衞生防護
中心向碼頭派發 7,000 至 8,000 個樣本收集瓶，為
工作人員作病毒測試，群組最終有 77 人染疫，
包括最少 44 名宏記港務操作有限公司的員工，
而員工共用休息室造成病毒傳播。政府事後加強
對碼頭工作人員的檢測，早前更宣布本月 15 日
起，葵青貨櫃碼頭前線人員須定期接受更頻密的
檢測。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員工每三天檢測一次，
未完成接種則須每天檢測一次。

內地防疫專家團最後到訪
天水圍醫院及天水圍（天業
路）社區健康中心，聽取醫院
管理局人員介紹在公立醫院急
症室的分流和應診安排，以及
一旦病毒在社區範圍傳播時須
採取的應變計劃。
香港至 22 日仍有 34 名確診
病人分別於北大嶼山醫院香港
感染控制中心，以及瑪嘉烈醫
院的醫管局傳染病中心留醫，
全部情況穩定。不過，本地雖
清零多時，惟日後不排除有病
毒流入社區，或有病人在其他
醫院確診，而以往便有多宗醫
院群組爆發個案。
崔俊明指出，醫院的感染
控制亦是防疫重要一環，專家
因此需了解若社區出現疫情，
醫院的應對方案和防疫措施，
包括有否足夠裝備，抗疫準備
和入院治療等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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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招商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香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邀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邀境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商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商聯
盟啟動儀式。
盟啟動儀式。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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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獨攀守城大山失聯2天 順著救命水管路自行脫困
（中央社）李姓男子 20 日獨自攀登南投縣
守城大山，預計當天返家卻失聯，家屬焦急報
案，前進指揮所今天上午獲報，李男順著水管
向農家求援。這是南投近期幾件登山失聯案難
得傳來好消息。
來自台中市一名 42 歲李姓男子 20 日獨自攀
登南投縣仁愛鄉與埔里鎮交界的守城大山，預
計單日往返卻遲遲未歸，家屬焦急向各界求救
，也拜託多次尋獲失蹤登山者的 「跑山獸」 公
司羅培德（Petr Novotny）協助，今天傳來好消
息，李男自行走出山區，僅身體較虛弱。
南投縣消防局發布新聞稿表示，李男 20 日
清晨從登山口出發，經守關山南峰、守關山攻
頂守城大山後應原路折返，但家屬當天晚間撥
李男手機仍無法接通，於是向警方報案並請消
防局協助，消防局立即調閱手機基地台通聯資
料，並向家屬搜集李男的登山計畫等線索。
消防局表示，21 日除派遣搜救隊入山，也
申請直升機空勘，另陸續請林務局南投林區管

理處、神鷹山區搜救隊、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
會、消防局第二大隊山域義消等共動員 28 人次
、前進指揮所動員 11 人次。前進指揮所今天獲
報李男自行走出，並請民眾載到南豐派出所。
李男向消防局表示，迷路後嘗試尋找下切
路線，沿路跨越 20 多個溪溝落差，若遇斷崖或
危險地形就高繞，晚間利用月亮位置判斷方位
，由於山區夜間很冷，就依靠在大石頭背風面
休息，今天天亮繼續行走，終於找到 「水管路
」 ，順著走到一戶農家求援，對於造成外界困
擾感到很抱歉，感謝搜救人員辛勞，以後不會
再獨攀。
消防局表示，守城大山有些路線可當天來
回，但由於山徑複雜，潛藏迷路風險，請山友
務必確認通訊設備通話品質、訊號強弱，並攜
帶頭燈、保暖衣物、雨具等求生裝備，依賴智
慧型手機判讀地圖的山友也務必攜帶行動電源
，並加強熟悉操作。

彰化廢輪胎大火濃煙竄天際 若人為疏失可罰500萬
（中央社）彰化縣彰濱工業區一塊堆有廢
輪胎的空地今天起火，濃濃黑煙直竄天際，彰
化縣環保局已派員前往監測空氣品質，後續將
依消防局火場鑑定釐清是否有人為疏失，最高
可罰 500 萬元。
線西鄉線工路一處堆置廢輪胎的空地下午
發生火警，強風助長使火勢擴散很快，濃濃黑
煙直竄天際，數公里外都可看見，彰化縣消防
局出動 30 輛各式消防車、消防員 62 人前往搶救
，人車下午 3 時 18 分到場、3 時 47 分火勢控制
，無人員傷亡，持續搶救中。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發布新聞稿表示，線工
路 2 號後方空地今天下午 3 時 4 分發生火災，環
保局依消防局通報，立即派員趕赴現場，目前
火勢搶救中，後續將依據消防局火場鑑定報告

，釐清是否有人為疏失，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32 條，處新台幣 10 萬元至 500 萬元罰鍰。
據了解，現場為空地堆置輪胎等廢棄物，
今天疑有人燒雜草而引發火勢，是否違法堆置
待相關單位清查；火警地點靠近海邊，加上風
向往海吹，中央社記者詢問位在鬧區的彰化縣
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鹿港分局草港派
出所，值班員警都表示未聞到燃燒惡臭味。
環保局指出，現場風向為北北東風，受影
響範圍主要為線西鄉區域，已通報鄰近工廠發
生火災事件注意安全，並已派空品監測車前往
下風處執行空品監測，提醒受影響區域內民眾
及工廠緊閉門窗，避免外出並加強個人防護，
若外出應戴口罩，以維護個人健康。

徐國勇：黑道或暴力背景者車上有施暴武器將註記
（中央社）近來發生多起行車糾紛持球棒
毆人事件。內政部長徐國勇今天表示，近來多
起 「球棒隊」 糾紛破壞社會安定，警政署將全
力打擊犯罪，未來若查獲車上有球棒者也將於
警政系統註記。
刑事局今天舉行第 3 次全國同步掃黑專案
記者會，徐國勇致詞時表示，今天掃黑成果豐

碩，警政署打擊犯罪不遺餘力，一定向上溯源
、向下刨根、斬斷金援，務必將不法份子繩之
以法。
話鋒一轉，徐國勇指出，近來台中、新北
市和雲林都分別發生 「球棒隊」 糾紛事件，都
是因極小糾紛而破壞社會安定，部分涉案者雖
未有幫派註記，但他們以集團性、暴力性從事

體育界拜會立法院
中 職 會 長 、 立 法 院 副 院 長 蔡 其 昌 （ 左 3） 、 中 華 奧 會 主 席 林 鴻 道 （ 中 ） 22 日 率 領 P.
LEAGUE+聯盟執行長陳建州（
LEAGUE+聯盟執行長陳建州
（左 2）、
）、T
T1 聯盟會長錢薇娟
聯盟會長錢薇娟（
（右 3）、
）、舉重國手郭婞淳
舉重國手郭婞淳（
（ 右 2）
、富邦悍將顧問陳金鋒
富邦悍將顧問陳金鋒（
（左）、
）、射箭國手湯智鈞
射箭國手湯智鈞（
（右）到立法院拜會各黨團
到立法院拜會各黨團，
，希望立法院能盡
速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 26 條之 2 條文草案
條文草案。
。

國搜中心表揚20名有功人員徐國勇感謝救難英雄
（中央社）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今天
表揚今年度 20 名搜救有功人員，內政部長徐國
勇表示，許多救難英雄都奮不顧身救助受難者
，圓滿達成救援任務，讓人民安居樂業、國家
更安全。
為提振搜救團隊整體工作效能，表揚救災
救難英勇事蹟及樹立搜救典範形象，國搜中心
今天舉行 110 年度搜救有功人員公開表揚活動
，並由徐國勇頒獎嘉勉。
國搜中心指出，有別於一般搜救人員都是
在事故現場英勇救難的刻板印象，這次獲獎的
20 名搜救有功人員，除了 14 名因 「實際執行搜
救任務」 有功外，還有 4 名因 「指揮調度搜救

任務」 及 2 名 「辦理搜救相關業務」 有功而獲
獎。
今年度獲表揚的救難英雄來自陸、海、空
等不同領域，國搜中心表示，獲表揚人員平時
在各自工作崗位上默默奉獻，帶給民眾希望，
因表現優異經由機關推選及學者專家媒體選拔
，脫穎而出獲此殊榮。
徐國勇致詞指出，不論是山難、海難或交
通事故，都看到許多救難英雄不分日夜在極度
艱難環境，奮不顧身救助受難者，在受難者背
後都代表每一個家庭及整個社會，由於救難英
雄都身先士卒、圓滿達成救援任務，讓國家更
安全，也特別感謝大家付出。

破壞社會治安行為，警方將不遺餘力加強取締
、全面掃黑。
徐國勇提到，未來若遭警方查察發現車上
置有球棒者，警方將予以做相關註記，若後續
涉及傷害、殺人未遂罪者將移送外，涉及組織
幫派者也會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依法函送。
由於近來所謂 「球棒隊」 多和電信詐欺或
博弈集團有關聯，徐國勇說，警政署長陳家欽
也指示所有警察單位將加強取締，若攜帶球棒

者因小糾紛引發暴力行為、甚或危及他人生命
，也都會嚴加打擊。
徐國勇提到，昨天發生桃園超商店員勸導
民眾戴口罩卻遭刺死，令人心痛不已，警察獲
報雖迅速於 3 分鐘趕到現場，傷者仍回天乏術
，自己上午和陳家欽開會研議，在以不增加員
警服勤時間和負擔為原則下，加強員警超商巡
邏密度和見警率勤務。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Emily Sou, M.D.
Dermat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to schedule a same-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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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世界近在眼前」
全球特別傳道活動帶給社區積極的信息
星期四

休斯頓 與其他全球成千上萬的地區將接獲一個強有力的希
望信息。耶和華見證人將會在今年 11 月舉行一項特別的傳道活
動，強調聖經承諾會有一個美好世界的希望。
這項活動的目標是要分發《守望台》雜誌的一份特刊，封面
主題為 「美好世界近在眼前」 的系列文章。預計有超過三千六百
萬本印製的雜誌，翻譯成 230 多種語言版本，在全球 240 個國家
和地區裡分發。此外，也有接近 400 種語言的電子版本在多個平
台上發行。
「人人都渴望聽到好消息， 而這就是最好的消息。」 美國
耶和華見證人分部的發言人羅伯特•亨德里克斯說， 「一個更好
的世界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必然。事實上，這就是整本聖
經的主題 。」

2021年11月25日

Thursday, November 25, 2021

這本雜誌回答了一個古老的問題 : 「這個世界正走向滅亡嗎
？」 其中的答案令人欣慰，也可能會讓許多讀者感到意外。雖然
很多宗教都曾預告 「世界末日」 ，但這雜誌卻透露聖經的清楚信
息 : 地球不會被毀滅，而且會永遠長存! 不但如此，內容還解釋
聖經的真理，有力地指出一切邪惡快會消失，並引用聖經中的詩
篇裏的一個應許，預告 「惡人」 將不會再存在。 (詩篇 37: 10，
《和合本》)
全球有千百萬人一直盼望這個好消息，並祈求 「上帝的王國
」 來臨。許多基督徒很熟悉這主題，這是來自耶穌教導門徒的一
個禱告，時常被稱為主禱文。
休斯頓的楊旭經常在想她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即使完成
了學業，在金融界獲得了優裕的職位，她還是覺得心靈上有所欠

缺。她說： 「大學畢業後，我發現自己並不快樂。 我不知道為
什麼。 看起來我物質上一無所缺、充盈有餘。」
後來在 2008 年，楊旭開始學習聖經，發現上帝應許的更美
好未來。有希望生活在恢復成為樂園的地球上，沒有疾病、痛苦
和死亡。這個希望給她帶來了真正的滿足。她說： 「耶和華是一
位快樂的上帝，他希望我們快樂。」
《守望台》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一直宣揚上帝王國的信息，是
全球分發量最廣，也是翻譯成最多語言的雜誌。 2021 年第 2 期
的版本可以在 jw.org 網站上免費下載。您也可以在這網站首頁
的下方點選 「與耶和華見證人見面」 ，索取一份免費的印刷本。

麻省總醫院發現促炎蛋白可以減緩老年人認知能力下降
“這些發現最終有助於在出現症狀之前，識
別出那些可能患上這種嚴重神經疾病的健康人。
” —— Rudolph Tanzi, PhD，麻省總醫院神經學
副主任，Henry and Allison McCance 大腦健康中
心聯合主任
之前的研究已經將炎症與阿爾茨海默病（AD
）聯繫起來，然而來自麻省總醫院和哈佛大學老
齡化大腦研究（HABS）項目的科學家們對這種關
係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發表在阿爾茨海默病
協會的期刊《Alzheimer’s & Dementia》（阿爾
茨海默病與癡呆症）上的一項新研究中，他們報
告指出，兩種炎症化學介質（即細胞因子）水平
的升高與老年人認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減慢有關。
“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結果。”該研究的共
同資深作者、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副主任兼 Henry and Allison McCance 健康中心聯合主任 Rudolph Tanzi
博士表示：
“這些發現
最終有助於
在出現症狀
之前，識別
出那些可能
患上這種嚴
重神經疾病
的健康人。
Rudolph Tanzi 博士
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副主任兼 ”
2008 年
Henry and Allison McCance 健
， Tanzi 領
康中心聯合主任

導的團隊發現了 CD33 基因，這是第一個與免疫系
統（或人體抵抗感染的防禦網絡）相關的 AD 基因
。從那時起，大多數新發現的 AD 基因都與免疫系
統有關，許多研究支持免疫系統功能障礙在 AD 中
起作用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患有
AD 和其他形式的癡呆症的人的某些細胞因子水平
升高。
然而，到目前為止，免疫系統在 AD 早期階段
的作用還不清楚，此階段還沒有出現認知症狀的
老年人的大腦正在悄然地發生著某些特徵變化。
在 這 項 新 的 研 究 中 ， Tanzi 和 他 的 團 隊 與
HABS 的研究人員合作，探究測量血液中的細胞因
子（而不是腦脊液中的細胞因子，這需要腰椎穿
刺或脊椎穿刺）是否有助於預測哪些健康人以後
會出現認知能力下降。其中特別有趣的現像是那
些認知能力正常的老年人，但他們經過成像測試
後發現他們的大腦中有與 AD 有關的澱粉樣斑塊的
主要成分—— β 澱粉樣蛋白沉積。 “我們想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的大腦中有澱粉樣蛋白，但似乎沒
有受到影響，而另一些人卻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
降。"該研究的共同作者 Jasmeer Chhatwal 博士表
示，他是麻省總醫院神經學家和 HABS 的聯合研究
員。
由 Reisa Sperling 博士和 Keith Johnson 博士
共同領導的麻省總醫院 McCance 大腦健康中心與
HABS 之間的合作是一種天然的契合，因為兩個研
究組都在尋求了解健康衰老的秘密，並確定大腦
健康的生物標誌物。此外，HABS 有著豐富的數據
可供研究，新的研究包括來自 HABS 的 298 名男性

和女性，他們的年齡在 50 至 90 歲之間。所有的人
在自願加入研究時都有正常的認知能力，並每年
接受測試。在加入 HABS 時，所有參與者都進行了
血樣採集，並接受了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
的腦成像掃描；除此之外，這些掃描還尋找了澱
粉樣β蛋白和其他與 AD 相關變化的證據，如稱為
tau 蛋白纏結的形成。同時，另一種促炎症細胞因
子--干擾素-γ（IFN-γ）的水平升高也與減緩
認知能力下降有關，且無論是否有澱粉樣蛋白的
沉積。
該研究對每個參與者的血液中九種細胞因子
進行了篩查，看是否有任何細胞因子與認知能力
下降速度和大腦的變化有關。這項研究發現，那
些大腦中有大量澱粉樣 β 蛋白存在，但同時又有
高水平的促炎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 12(IL-12)
的人，認知能力幾乎沒有下降。文章主要作者布
列根和婦女醫院神經科醫生和 HABS 共同研究者
Hyun-Sik Yang 博士表示：“然而，如果他們的白
細胞介素 12(IL-12)水平較低，隨著澱粉樣蛋白水
平升高人們的認知能力就會下降較多。” 高水平
的 IL-12 也與更少的 tau 蛋白纏結有關。
Tanzi 博士表示，雖然保護人們不受認知衰退
影響的人血液中誘發炎症的蛋白質含量最高，這
似乎有悖常理，但這可能表明他們的免疫系統更
好地 "準備好 "抵抗感染。這與 Tanzi 和已故的哈佛
大學研究員 Robert Moir 博士共同提出的理論相符
。他們假設澱粉樣 β 蛋白在大腦中形成來抵禦感
染並將微生物病原體誘捕到粘稠的網中。不幸的
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保護罩卻變成了具

有破壞性的，會對神經元和突觸造成了不可逆轉
的損害。然而，擁有高水平的 IL-12 和 IFN-γ 可
能將感染扼殺在萌芽狀態，在它們滲入大腦並誘
發阿爾茨海默症之前。
這些結果表明，IL-12 和 IFN-γ 有朝一日可
以與其他生物標誌物一起進行檢測，用以預測認
知正常人未來的大腦健康狀況——這是醫學界尚
不存在檢測手段。 “我們沒有‘從脖子以上開始
‘的檢查。”Tanzi 表示。朝著這個目標邁進的下
一步將是研究 IL-12 和 IFN-γ如何防止認知能力
下降和促進大腦的健康衰老。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 1811 年，是哈佛醫學院最
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
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研
究項目橫跨醫院的 20 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
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
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
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
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
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
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
家在所有 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
接受評估的近 5000 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 1990
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

華人故事

在美国豪赌 1 亿美元的神秘人
和土崩瓦解的华人赌神江湖
背着1亿美元豪赌的神秘人
2021 年 11 月 8 日，根据美国媒体《每日邮报》
的报道：洛杉矶一家赌场被处以 50 万美金巨额罚款
，背后原因竟是因为一位神秘玩家。
这位曾背着 1 亿美元在美国赌场豪赌的神秘人
，牵起了一段赌场往事。
曾经接待这位神秘人的是美国洛杉矶贝尔花园
的龙凤大赌场（Bicycle Hotel & Casiino），因为没
有按照规则上报，不得不支付了 50 万美元来与检察
方达成不起诉协议。
这件事发生在 2016 年，龙凤大赌场接待了一位
来自中国的神秘富豪。
这位富豪在8个月的时间内，来这里100多次，
每次都在贵宾室里玩百家乐，出手豪爽，挥金如土
。每次都专门有一位助手帮他兑换筹码，有时从账
户提取现金，有时甚至直接背着一大袋现金前来。
在这 8 个月时间里，这位助手一共帮他提取了 1
亿美元现金用来豪赌。
根据美国的法律，赌场必须记录并向政府报告
任何一名客人在 24 小时内涉及超过 10000 美元现金
的交易详情。但这间赌场只是将那名助手的信息报
告了上去，并未提及背后真正的玩家。这次美国的
检察机构查处了赌场的违规申报，才将这位神秘玩
家的事情抖了出来。
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这位神秘玩家是谁？
有人猜是某位互联网大佬，也有人猜是身份更
为敏感的人物，还有人猜是地产商……总之能够在
美国提取 1 亿美元现金拿来豪赌的，肯定不是一般
的富豪。
5 年前，在华人赌神江湖里，这位神秘玩家也
曾有一席之地。而如今，他的身份依然神秘，华人
的赌神江湖，也已经土崩瓦解，不复当年的风流。
华人赌神江湖
90 年代的中国北方某小县城，飘散着烟草、瓜
子、臭脚和笑声的录像厅里，大家正在为周润发扮
演的“赌神”而痴迷，一次次 BGM加持下的出场，
一次次推出筹码，甩出最后一张牌绝杀对手，都让
大家的肾上腺素飙升。
也是从那一刻起，澳门赌场、公海赌船，这些
离现实生活那么遥远，又是那么迷人的东西，在一
位少年的心里扎下了根。
小纪读完初中后就辍学了，他清楚自己不是读
书的料，母亲在当地人脉广泛，放贷、典当、建材
都有生意。就算自己不读书，将来也不愁找不到事
做。
不过小县城安放不了大梦想，不久后母亲带着
小纪来到澳门淘金，而小纪选择独自闯荡，去做了
一名“叠码仔”。

所谓的“叠码仔”，
主要的工作是给赌场拉客
，如果能够拉来一位一掷
千金的豪赌玩家，那么提
成相当丰厚，不久之后就
可以翻身。豪赌玩家们来
澳门的时候不方便带太多
赌资，“叠码仔”们就会
当中间人借钱给玩家，而
能借到多少钱，就要看玩
家的身份了。都是有头有
脸的人物，不担心他们不
还钱。
在当“叠码仔”期间
，小纪遇到了一位一位来
自上海的车姓富豪，是他
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这
位车大官人，虽然也只是初中毕业，但是仪表堂堂
，相貌不凡，娶了一位贵人的女儿，由此发迹。
车大官人手里有着取之不尽资源，但他在澳门
不方便出面，需要找一个人代替他在前面干活，这
个人就是小纪。
有了车大官人的提携，小纪和他的母亲在澳门
开起了自己的赌场，营业第一年就赚了3.5个亿。
别看小纪的赌场在澳门来说只算小规模，但是
来他这里赌钱的客人，可不乏名流显贵。毕竟他的
后面，站着车大官人。
在小纪专门为豪赌玩家准备的 VIP 包厢里，国
美的创始人黄光裕也曾经在这里“大杀四方”。当
年的黄光裕，刚被评为“中国首富”，财富的暴增
膨胀了他骨子里的赌性，成为了澳门赌场里的常客
，华人赌神江湖里的“传奇人物”。
早在 2003 年，黄光裕通过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詹
培忠认识了“公海赌王”连超。在连超的邮轮“海
王星”上，黄光裕输掉了几个亿，这些年在澳门，
一共输掉了80亿。
海王星赌船
按照澳门赌场的规矩，无论在哪个赌场，像黄
光裕这样身份的人不用带现金，赌场都会给他们开
额度，连超给黄光裕的最高信用额度达到 2.18 亿港
元。一般黄光裕输钱之后，赌场会给他两个月时间
从地下钱庄把钱转到澳门的账号。
正因为在公海赌博，洗黑钱，黄光裕东窗事发
锒铛入狱。“公海赌王”连超也受到波及，几个月
后，他在深圳投资的一家名叫“新冶会”的 KTV，
因为被查出有人吸毒遭到查封。
在此之前，“新冶会”一直是连超在深圳招待
各路大佬的地方，这位赌王长袖善舞、出手阔绰，

所以“深圳、港澳的黑白商三道都给他面子”。
不过经过黄光裕事件之后，连超在深圳的势力
也被连根拔起，从此深南大道上，少了一位“呼风
唤雨”的华人赌神。
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更领风骚一两年。
黄光裕之后，又一位商界大佬，坐到了小纪的
VIP 赌桌前。他叫刘立荣，他创办了一个手机品牌
，叫“金立”，曾请刘德华代言，在国产手机中也
曾红极一时。
不过这一次，赌神江湖的故事没有发生在澳门
，而是在大洋彼岸的塞班岛。
原来此时的小纪，早已经把业务拓展到了国际
上，在塞班岛，他和母亲投资兴建了一座豪华赌场
，名为“皇宫”，里面也确实富丽堂皇，纸醉金迷
。
2017 年，这座“皇宫”迎来了贵客刘立荣，比
起黄光裕，刘立荣的“战绩”更加触目惊心。
他来这家塞班岛的赌场两次，共输掉超过 100
亿元。第一次输掉了 20 亿，第二次，当朋友得知他
又去了 VIP 厅，急忙跑来劝他回头，却发现晚了一
步，他已经把案头堆积如山的筹码，输了干净。
“最后一把牌，就一把牌，一次性输了 7 亿美
金。”
100 亿元，并不是刘立荣才能够自己私人账户
上划出来的，大部分是挪用了金立的“公款”。被
大量“抽血”之后，2017年上半年还盈利7.6亿的金
立，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不抵债”的企业，
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欲坠”。
刘立荣就这样在赌桌上，输掉了自己辛辛苦苦
创业十几年才积攒起来的家业。
华人赌神，悔之晚矣。

土崩瓦解，再无风流
2013 年，是澳门自开赌场以来，博彩收入最高
的一年，达到了 3618 亿澳门元。自此之后，盛极而
衰，如今一年不如一年，2020 年更是跌倒了只有
604 亿澳门元，当然疫情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疫
情还没开始蔓延的那几年，收入也大不如巅峰时期
。
从 2014 年开始，曾经的赌神电影系列连着几年
拍了三部，尽管周润发、刘德华、张家辉这三位卖
力演出，但依然找不回当年的感觉。那张除了没有
周星驰，造型上都在向经典致敬的海报，也更多是
一种“卖情怀”的沧桑。
想当初，澳门和香港联手打造的华人赌神江湖
，是何等奢靡。
在澳门赢了钱，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声色犬马
”，赌场外面的桑拿、夜总会、嫩模，任你潇洒，
坐上船再去到香港疯狂购物，最不爱看的就是价格
，因为赢来的钱，花起来就是纸。
而在 VIP 包房里，赌神玩家们随手就推掉面前
的筹码，那数值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奋斗的财富。
输赢在他们眼里，都不算事情。
“如果一个人带着 1 亿进来，之后换一张赌场
开出的 1 亿的支票，结果这笔钱就变得有来源证明
，说是赢回来的，钱就变得干净了。”一位知情人
曾这么说。
不过我觉得把钱洗白还不算是最高级的，最高
级的是通过赌场，把钱散出去。这样追查起来，就
说在赌场输掉了，谁还有办法要回来呢？
当然，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都随着时代的
发展变得无效。华人赌神江湖也土崩瓦解，风流不
再，澳门更不再是洗黑钱的天堂。

娛
中樂國新經聞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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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招商大會 40重點項目集中落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 台

灣藝人徐熙媛（大 S）與富二代商人汪

小菲結婚 10 年畫下句點，22 日透過律

師發布聯合聲明，兩人經認真、慎重考

慮，決定和平解除婚姻關係，並已辦

總投資逾866億 擴區激發新發展機遇

理相關手續，未來將以父母、朋友身

份共同撫養兩個孩子。而外界關注兩
人財產逾 9.1 億元新台幣，最終如何分
配。兩人離婚表現平靜，而原本婚後
淡出演藝圈的大 S 近期陸續復
工，Catchplay 22 日證實，由
平台原創自製、小 S 獨挑大樑
主持的外景訪談節目《熙娣想

聊》，大 S 與《康熙來了》製
作人 B2 也共同參與企劃，預計
共 10 集，12 月正式開播。

大 希望小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攝

前海擴區以來，其發展備受深港兩地關注。由前海管理局聯合南山區政府、寶安區政府、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
共同主辦的“2021 年前海招商大會”19 日舉行，首次集中展現擴區後前海 120 平方公里的城市魅力、營商環境，向

海內外各界推介“大前海”新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吸引更多港企港人落戶前海。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 40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南山區委書記
大

光。即使現在選擇分開，也非常感恩對方的付
支持兩地企業“併船出海”
出。曾經，作為夫妻攜手前行，未來，兩人將以
父母、朋友的身份愉快相處，也將繼續共同撫養
同時，前海將立足新發展格局，建立健
孩子並給予孩子全部的愛與陪伴”。言詞間十分
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友好平和及得體。最後大S和汪小菲懇請媒體和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支持內地企業與香
社會大眾給予尊重雙方的選擇、給予更多私人空
港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間，避免對雙方及其家人產生不必要的傷害。自
設，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
離婚消息公布後，大S 22日午亦大方回覆台灣傳
去”。
媒時表示：“我希望小菲永遠過得比我好。”
今年 6 月初大 S 突然單方面宣布離婚，汪小
先行先試 推“八大政策”
菲 努 力 “ 箍 煲 ” 以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憑歌寄意，可惜無效，9
月份汪小菲“被
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副書記、前海管理局
離婚”近4個月
，汪小菲再度低調赴台見大S與
常務副局長黃曉鵬介紹，前海不斷優化營商
兩個小朋友，外界原以為他是來幫 10 月生日的
大 S 慶生，大 S 母親又發出兩人箍煲成功的訊
息，誰料汪小菲 10 月底回到到內地後，不僅把
微博的自我介紹改成“小玥兒她爸”，還刪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大 S 與汪小
菲曾亮相實境
環境，根據普華永道的評估，前海營商環境
節目《
福三
模擬排名全球
22幸位，開辦企業便利度接近香
重奏》。
港。

百億元 2 個，超 10 億元的有 16 個，超億元的
32個。

他表示，前海深入實施比經濟特區還要
抖音中有關大
S 的內容。11 月終於挽救婚姻失
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為現代服務業企業發
敗，從夫妻身份退回朋友關係。
10 年婚姻破裂原因自然不會公開，性格問
展提供了澎湃動力。近期，財政部和國家稅
題和成長背景不同出現的文化差異及價值觀的
務總局聯合印發通知，將 15%的企業所得稅
差異，還有婆媳關係，相信都是導致婚變的原
政策惠及面擴大至商務服務業。此外，前海
因。有說導火線是汪小菲曾對於有台灣確診者
正在陸續推出總部、商貿、新興產業、專業
飛往廈門作出批評，又稱家人在台北未能接種
服務等“八大政策”。
疫苗，直言“太無恥，太低級了”。當時把大 S
“前海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企
氣得曾對媒體單方面宣布離婚，後來汪小菲發
業在這裏既能擁抱廣闊的內地市場，也能依
文道歉，表示是因為擔心家人才激動說出不好
託香港服務業優勢，更加暢順地走向世界，
的話。大S媽對外說：“熙媛不理他，他看不到
參與國際競爭。”黃曉鵬說。
老婆和小孩，心情難免會難過，我有叫他先忍
據悉，本次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 40 個
一忍，小菲已經打過疫苗，等熙媛和小孩都打
項目，總投資金額超
866S 億元。當中包括世
疫苗就沒事了。”對大
取消汪小菲的微博關
注，大S媽說：“熙媛現在心情有好一點了，她
界五百強企業投資設立的項目
16 個，境內外
一定會原諒小菲的，他們夫妻倆又不是有什麼
上市公司投資設立的項目
3 個，獨角獸企業
深仇大恨，就是因為疫情和疫苗的事情在吵架
投資設立的項目
4 個，單個項目投資金額超
而已。”汪小菲為妻兒今年進行了 4 次隔離，大
S一次也沒有，與孩子留在台灣沒回北京。
兩人離婚消息傳出，內地網友湧入汪小菲
的微博大表祝賀；例如“恭喜解脫了”、“委

屈了好多年”、“恭喜終於自由了”，原因是
在落戶前海的重大項目中，來自世紀互
大S和汪小菲由拍拖至結婚，這位富二代汪小菲
一直被太太大S管控。
聯、新創建物流、昊宇星供應鏈、裹動科
大 S 要求老公將本名“汪少菲”改為汪小
技、盈湃科技、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
菲，吃蝦一定要汪小菲幫她剝，全程處於上風，
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的 10 家港資企
大S在外界眼中是位“虎妻”，其行為被形容為
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來自
“公主癌”，汪小菲面對太太的“公主癌”全天
IBM 前海項目、羅盛諮詢、帝亞吉歐等 10 個
候跨地域無間斷發作，照單全收，依然深愛對
外資項目總投資額約23.25億元。
方。汪小菲早年見大S為生幼子差點送命，自此
來自國壽鐵建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金融
更加寵愛太太，他直言：“做女人不容易，做媽
壹賬通、平安城智通、招商金融等
10 個內資
媽更不易，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跟我老婆結
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449.28億元。
婚。”汪小菲也在電視節目直認太寵老婆，讓網
來自中航產融、香港勝利證券等
10 個重
友看完直呼“大
S 完全詮釋了什麼叫在家小公
點主，在外女強人，汪小菲是人夫中的極品。”
前海投資項目正式啟動，總投資額約
年大 S 在安以軒的北京生日宴會上和
177.282010
億元。豐巢網絡、塗鴉科技、得易健
汪小菲相識，當時大S因台劇《流星花園》演女
康、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等
10 家
主角“杉菜”爆紅，兩人一見鍾情。大S曾在節
歸巢企業代表獲頒鑰匙。
目中說，之所以被汪小菲吸引是這個人說話很
好笑，和他在一起很放鬆，當年大S和汪小菲僅
見面 4 次、交往 20 天就閃電結婚，於 2011 年舉
辦婚禮，婚後並育有1子1女。

10港企項目總投資逾216億

9.1 億財產分配惹關注
目前外界關注身家豐厚的大S如何與汪小菲
分配9.1億元新台幣財產的問題。據悉大S名下有
3間信義區豪宅，包括“冠德遠見”，以及“台北
信義”一戶，加上婚前就購入的“國家藝術館”
豪宅，雖然“冠德遠見”去年已出售，但手上兩
棟豪宅亦價值約5.6億元新台幣。
汪小菲當年花3.5億新台幣用妻子名稱開了
酒店“S Hotel”，這兩年來因疫情衝擊，更是每
況愈下，S Hotel也成台北第一批轉型為防疫隔離
的酒店。
據台灣媒體報道，大S本月初向台北地方法

院家事庭申請與汪小菲離婚，雙方正就大 S 名下
豪宅和汪小菲“S Hotel”資產等財產分配，和子
女日後相處模式等進行調解。結果他們決定繼續
共同撫養兩個孩子，資產分配就委任律師處理。
據悉，當年二人在內地北京登記結婚，在
中國執業的律師指出，如果雙方離婚時在財產
上分配未能達成共識，在內地，但凡是結婚後
所獲得的收入、物業、財產等，即使屬於男女
任何一方的名下，都會被視為“夫妻共有財
產”，較大機會以“一刀切”形式，雙方一人
一半對分。至於贍養費方面，如果男女雙方未

●汪小菲以愛
妻命名的 S
Hotel未知將來
會否改名。
有小朋友，在內地的制度上雙方並不需支付贍
養費，但若然有小朋友，則需支付“撫養費”
給擁有孩子撫養權的一方，直至小朋友成年或
大學畢業為止。

草蜢參與跨年騷 泳兒邀男友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
New TV 主辦除夕跨年騷“2021 美麗的
夜香港跨年演唱會”將於中環海濱活動
空間舉行，22 日出席記者會歌手包括草
蜢成員蔡一傑和蔡一智、杜德偉、泳
兒、菊梓喬、曾比特等，據悉，當晚有
份演出其他藝人尚有林子祥、李克勤、
周慧敏、任賢齊、陳凱詠。
透過這次活動，主辦方希望為香港
復甦作一個起點，為加強氣氛，還會有大
型無人機匯演，亦會在舞台上綻放煙火，
倒數前 23:55 左右更會作全球直播，屆時
與現場16,000名觀眾一起跨年倒數。

表離婚聲明。

New TV 總經理陳影彤澄清之前有
報道指是無綫主辦實屬誤傳，不過無綫
會在倒數前 15 分鐘開始轉播，說到古巨
基會否參與，她表示有接洽過，目前還
未確實，對方仍在度期中。草蜢“三缺
一”現身，阿智和傑仔表示拍檔蘇志威
要出席另一個頒獎禮，不過正式演出時
便會“齊人”，笑言：“不來便不會分
錢給他，不過酬勞多少便要問公司，我
們是細不敢出聲。”
泳兒可以參與跨年騷感覺興奮，她
表示已經相隔 4 年沒有做倒數活動，加
上疫情 2 年都是跟男友在家靜靜倒數，

今年就可以同萬多人一起開派對，到時
拉埋男友到場湊熱鬧，笑言：“男友可
以帶埋朋友過來，異性都無問題，我好
大方。”

●一眾歌手為跨年演唱會宣傳
一眾歌手為跨年演唱會宣傳。
。

落實前海方案
深港推聯合政策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作為深
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對港人港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
顯示，前海已形成高端引領、集約發展的現代服務業體
計註冊外資企業1.35萬家，其中港資企業1.17萬家。
此外，前海也成為海內外人才匯聚的“高地”，
前，前海集聚境外人才 6,000 餘人、各類高層次人才 577
現香港稅務師、註冊建築師和澳門核數師、會計師等 14
人士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人才濟濟”為前海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海
青、庫基生物創始人余廣滔表示，從香港開始創業，搬
海，正是看前海在政策、資金、人才等創業各階段要素
齊全，資源豐富。除了工作，來到前海也倍感人文關懷
很貼心，“去年來到前海，疫情以來通關問題成為很
戰，我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入學也面臨許多問題，前海
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安居樂業。希望企業在這裡，
●張蘭一直被指與大S關係欠佳。
海一起發展。”

張蘭開直播： 可憐我兒子

曾湃表示，前海合作區“擴區”，為企業集
聚發展拓寬了更廣空間，提供了更多機遇。
S與汪小菲表示感謝所有人對他們的喜愛和
前海將加快實現總體規劃、產業促進和獎補
支持，兩人已決定和平解除婚姻關係。兩人
在聲明中寫道：“汪小菲先生與徐熙媛女士有緣
等政策全覆蓋，加快釋放“擴區”的強大規
能夠相識相知，共同度過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時
模效應、乘數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
盟啟動儀式。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視
辭時表示，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發展平台之一，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
的重大發展戰略，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鍾偉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推動深港創新發展，與全球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
0
鍾偉强指，創新及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本屆
小菲結婚 1
●大 S 與汪
政府積極落實各項創科政策，並史無前例地投放超過
1,
。
雨
雨
年一直風風
港元。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
園的發展。此外，最近中央印發“前海方案”，深港兩地
也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包，進一步提供科研資源、資金
才等措施，並向外推廣港深兩地在創科方面的獨特優勢，
為深港兩地招才引智。
他表示，衷心期望與會各位可以擁抱國家發展機遇，
參與大灣區和國家的創科發展，盡展所長。進一步推動科
素跨境流動，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國
需”，發揮“香港所長”。
●大 S 與汪小菲發

永遠過得比我好

個，總投資金額超 866 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等
10 家港資企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

資金人才政策齊
港企落戶信心足

10年婚姻破裂 共同撫養孩子

● 前海招商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達40個。
●大
大 S 和汪小菲離婚
後仍共同撫養孩子。
後仍共同撫養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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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大 S（徐熙媛）和汪小
菲 22 日宣布結束長達 10 年的婚姻關係，而
汪小菲媽媽張蘭仍在高鐵上開直播賣貨，
大批網友湧入張蘭直播關心大 S 離婚話題，
張蘭直言“可憐我兒子”，還說汪小菲因
為往返北京和台北兩地，核酸檢測就做了
100 多次，言下之意，反映出大 S 一次都沒
回北京隔離。
對於兒子恢復單身，張蘭指“兒孫自
有兒孫福”，表示對什麼官宣、熱搜都不
關注，“愛上什麼搜上什麼搜，蘭姐不吃
‘餿飯’，再說了，汪小菲都 40（歲）
了，我管他呢！”
有網友問她帶不帶孫子，她巧妙回應
道：“我帶貨，帶我的粉絲寶寶們就
行！”被誇“蘭姐把小菲培養得好好”，
張蘭則直爽說：“蘭姐是條龍，小菲就不
會是條蟲！”心情絲毫未受兒子媳婦離婚
影響。

﹁

﹂

獲三獎揚威全美音樂頒獎禮

BTS 勇奪年度藝人最高殊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綜合外電報道，全美音樂獎（American Music
Awards）頒獎典禮在當地時間 21 日在洛杉磯舉行，主持人是美國饒舌歌手
Cardi B。韓國男團 BTS（防彈少年團）入圍 3 項全獲獎，包括最受歡迎流行
組合、最受歡迎流行歌曲，以及壓軸大獎──年度藝人。
BTS 隊長 RM（金南俊）
表示：“我們是來自韓國的男
團，因為熱愛音樂才聚在一
起，我們只想傳播這美好的氛
圍。”RM 又提到：“這一切
是奇跡。說真的，我們永遠不
●BTS
BTS親自現身美國洛杉磯領獎
親自現身美國洛杉磯領獎。
。
會將此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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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招商大會 40重點項目集中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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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硬滾添金
資金人才政策齊
余翠怡世盃封后
港企落戶信心足

● 劉慕裳擊敗
埃及對手，
埃及對手
，連
續兩屆贏得銅
牌。 資料圖片

總投資逾866億 擴區激發新發展機遇
●何詩蓓在 200 米自的比賽
取得15
取得
15連勝
連勝。
。
資料圖片

●鄧俊文（左）/謝影雪 20
日力挫日本組合渡邊勇
大/東野有紗
東野有紗。
。
法新社

● 前海招商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達40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
者 陳曉莉）健全選手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
揚威國際，香港殘障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
運動員也不遑多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
讓，除於杜拜舉行
盟啟動儀式。
的 2021 硬地滾球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
亞洲及大洋洲錦
辭時表示，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發展平台之一
標賽雙人及團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體項目再增添
的重大發展戰略，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
2 金 1 銅外，
●余翠怡於輪椅劍擊世界盃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余翠怡也在
奪女重金牌。
奪女重金牌
。 殘奧會圖片
鍾偉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意大利比薩
推動深港創新發展，與全球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
進行的IWAS輪椅劍擊世界盃2021奪得女子
A級重劍個人賽冠軍。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
硬地滾球亞洲及大洋洲錦標賽於本月
鍾偉强指，創新及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本
12日至20日在阿聯酋杜拜舉行，共有來自
政府積極落實各項創科政策，並史無前例地投放超過
1
9 個國家及地區的 70 名運動員角逐 11 個項
港元。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
目。港隊總教練郭克榮、教練劉煒麒、李
園的發展。此外，最近中央印發“前海方案”，深港兩
榮傑、梁媛雯、施珊珊及王葉礎帶領運動
也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包，進一步提供科研資源、資
員陳錦洲、梁美儀、郭海瑩、龍子健、
才等措施，並向外推廣港深兩地在創科方面的獨特優勢
楊曉林、何宛淇、謝德樺、張沅、梁育
為深港兩地招才引智。
榮，物理治療師黃秀華，工作人員簡惠
他表示，衷心期望與會各位可以擁抱國家發展機遇
珍、梁文育、LilikSUHARTINI 及曾寶
參與大灣區和國家的創科發展，盡展所長。進一步推動
蓮參賽。
素跨境流動，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
結果，在最後兩日賽事，港隊再添2
需”，發揮“香港所長”。
金 1 銅。包括龍子健、郭海瑩及楊曉林
於混合 BC1/BC2 級團體賽摘銅，何宛淇
及謝德樺在混合 BC3 級雙人賽全勝奪
金，張沅及梁育榮在混合 BC4 級雙人賽
以不敗戰績稱王。賽事經已圓滿結束，連
同日前於個人項目取得 3 金 1 銀 3 銅，港隊
合共取得5金1銀4銅。
另外，在意大利比薩出戰IWAS輪椅劍
擊世界盃的余翠怡，則於女子 A 級重劍個人
賽過關斬將勇奪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作為深

何詩蓓破亞績
何詩蓓
破亞績 劉慕裳
劉慕裳摘銅
摘銅 鄧謝配
鄧謝配晉決賽
晉決賽
前海擴區以來，其發展備受深港兩地關注。由前海管理局聯合南山區政府、寶安區政府、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

共同主辦的“2021 年前海招商大會”19 日舉行，首次集中展現擴區後前海 120 平方公里的城市魅力、營商環境，向

香港體壇三喜臨門
海內外各界推介“大前海”新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吸引更多港企港人落戶前海。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 40
個，總投資金額超 866 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等
10 家港資企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南山區委書記

落實前海方案
深港推聯合政策包

何

米自何詩蓓亦游出51秒11的成績順利奪冠。

距200米自世界紀錄僅差0.23秒
●劉慕裳獲勝後振臂慶祝
劉慕裳獲勝後振臂慶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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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劉慕裳自東京奧運奪銅後一直養傷，直
至今屆世錦賽才正式復出，雖然大腿傷勢仍未
完全康復，不過仍然接連過關殺入銅牌戰，面

日本組合交鋒以來的首次勝
利，決賽將與身為頭號種子
的泰國組合 Dechapol Puavaranukroh/Sapsiree
Taerattanachai
爭
冠。

南區力克東方
4 連勝高踞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憑藉史提芬彭
利拿84分鐘一箭定江山，冠忠南區以1：0力克東
方龍獅，開季取得 4 連勝，繼續高踞港足聯賽榜
首！
冠忠南區曾於 2018 至 19 球季連贏凱景、夢
想、元朗及大埔，寫下 4 連勝的聯賽最佳開季走
勢；到今季再接再厲，20日對東方龍獅之前，亦已
連挫港會、晉峰及香港U23，只差一場即可追平紀
錄。面對有巴杜姆首度正選掛帥的主隊，冠忠南區
整場埋門機會不多，年輕門將伍瑋謙上半場多次被
艾華頓挑戰，幸能保不失。
這支地區球隊下半場再先後頂住米基爾、巴
杜姆及馮慶燁的空襲，戰至84分鐘終憑一次快速
反擊奠定勝局。杜度及鞠盈智兩位東方舊將合
作，後者接應長傳後禁區頂左腳勁射，第 200 次
為主隊上陣的葉鴻輝勉強擋出不遠，史提芬彭利
拿第一時間補射中鵠，一錘定音，為冠忠南區以
1：0 取得重要勝利。同日另一場菁英盃賽事，晉
峰與標準流浪踢成3：3平手。

●夏志明（右）遭東方球員黃梓浩攔截。

女子單打

杜凱琹、李皓晴、蘇慧音
朱成竹、吳穎嵐

男子雙打

黃鎮廷/何鈞傑、林兆恒/吳柏男

女子雙打

杜凱琹/李皓晴、吳穎嵐/朱成竹

混合雙打

黃鎮廷/杜凱琹、何鈞傑/李皓晴

港乒出征休斯敦世錦賽

環境，根據普華永道的評估，前海營商環境
百億元 2 個，超 10 億元的有 16 個，超億元的
模擬排名全球 22 位，開辦企業便利度接近香
32個。
曾湃表示，前海合作區“擴區”，為企業集
港。
10港企項目總投資逾216億
聚發展拓寬了更廣空間，提供了更多機遇。
他表示，前海深入實施比經濟特區還要
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對港人港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
前海將加快實現總體規劃、產業促進和獎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為現代服務業企業發
在落戶前海的重大項目中，來自世紀互
郭正謙）香港體壇繼續接連傳來好消息，先有何詩蓓在國際游泳
香港文匯報訊
顯示，前海已形成高端引領、集約發展的現代服務業體
等政策全覆蓋，加快釋放“擴區”的強大規
展提供了澎湃動力。近期，財政部和國家稅
聯、新創建物流、昊宇星供應鏈、裹動科
聯賽季後賽中的
100
及
200
米自由泳項目稱后，不僅在東奧舉行後的
200
米自由泳項目未嘗
（記者
陳曉莉）香
計註冊外資企業1.35萬家，其中港資企業1.17萬家。
模效應、乘數效應。
務總局聯合印發通知，將 15%的企業所得稅
技、盈湃科技、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
港乒乓球代表隊20
此外，前海也成為海內外人才匯聚的“高地”，
一敗，今次更游出
1 分 50 秒 66 的佳績，再度刷新亞洲及香港紀錄，繼續朝世界紀錄的目
政策惠及面擴大至商務服務業。此外，前海
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的 10 家港資企
支持兩地企業“併船出海”
日啟程前往美國休
前，前海集聚境外人才
6,000 餘人、各類高層次人才 57
正在陸續推出總部、商貿、新興產業、專業
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
216.29
億元；來自
標進發；而劉慕裳則在杜拜舉行的空手道世錦賽再次勇奪女子個人形比賽銅牌，加上羽
斯敦，參加本月23
現香港稅務師、註冊建築師和澳門核數師、會計師等
1
同時，前海將立足新發展格局，建立健
服務等“八大政策”。
IBM 前海項目、羅盛諮詢、帝亞吉歐等 10 個
至29日舉行的世界
毛球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亦殺入印尼大師賽決賽，助香港體壇一日內三喜臨門。
人士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前海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企
外資項目總投資額約23.25億元。
乒乓球錦標賽。
“人才濟濟”為前海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海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支持內地企業與香 詩蓓自從在東京奧運兩奪銀牌後成功更上
業在這裏既能擁抱廣闊的內地市場，也能依
來自國壽鐵建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金融
對埃及選手哈辛，劉慕裳以 25.96 分力壓對手的
今次世錦賽，
青、庫基生物創始人余廣滔表示，從香港開始創業，搬
港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一層樓，在國際游泳聯賽屢創佳績，在
託香港服務業優勢，更加暢順地走向世界，
壹賬通、平安城智通、招商金融等 10 個內資
19
25 分成為個人形項目的季軍，連續兩屆世錦
港乒總共派出4男5
● 蘇慧音 海，正是看前海在政策、資金、人才等創業各階段要素
20 日在個人 IG 貼
設，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
參與國際競爭。”黃曉鵬說。
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449.28億元。
日連奪兩冠後，20
日出戰強項 100 及 200 米自由
賽摘銅，這亦是她自東奧後的首面獎牌。
女出戰全部 5 個單
出啟程前赴美國的圖片。
出啟程前赴美國的圖片
。
齊全，資源豐富。除了工作，來到前海也倍感人文關懷
泳項目繼續保持上佳演出。其中在
200 米自游出 40 個 至於出戰印尼大師賽的港羽混雙組合
去”。
據悉，本次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
來自中航產融、香港勝利證券等 10 個重
項的比賽。20日下
1分50秒66的佳績，不僅在東奧後出戰200米自
鄧俊文/謝影雪亦成功一雪前恥，20
很貼心，“去年來到前海，疫情以來通關問題成為很
項目，總投資金額超 866 億元。當中包括世
點 前 海 投 資 項 目 正 式 啟 動日以
，總投資額約
午，港隊一行在教
先行先試 推“八大政策” 繼續不敗，更將自己保持的短池亞洲及香港紀
18：21、21：19
及 21：17 擊敗日本的
戰，我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入學也面臨許多問題，前海
界五百強企業投資設立的項目 16 個，境內外
177.28 億元。豐巢網絡、塗鴉科技、得易健
練陳江華、梁柱恩、李靜及張瑞的帶領下出發前赴賽
錄推前 0.45
秒，距離名將絲祖唐的世界紀錄僅
渡邊勇大/東野有紗組合，昂然晉身
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安居樂業。希望企業在這裡，
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副書記、前海管理局
上市公司投資設立的項目
3 個，獨角獸企業
康、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等 10
家
地。9名球員及所參加項目如下：
差
0.23
秒，這亦是該項目史上第二快的成績，
決賽，報卻東奧銅牌賽落敗之仇
海一起發展。”
常務副局長黃曉鵬介紹，前海不斷優化營商
投資設立的項目 4 個，單個項目投資金額超
歸巢企業代表獲頒鑰匙。
男子單打
黃鎮廷、何鈞傑、林兆恒
成為世界紀錄保持者的目標指日可待。至於 100
外，亦是“鄧謝配”7 次與這對

鍾伯光

玩健身！

香港足總圖片

健身成潮流，尤其是青年一族。在我
們大學體育館內的健身室，每到下午五六
點，健身室便出現排隊人群。因為健身室
空間有限再加上疫情下要保持適當距離，
因此同一時間只能容納指定人數進入，這
樣的排隊現象，只有在午、晚校園內的餐
廳和飯堂見到。
我是健身室常客，在我們大學健身室
內經常見到一些同學來“玩健身”。我用
玩來形容是因為看見他們三四個人，沒有
特定的鍛煉目標，喜歡便拿起啞鈴舉幾
下，說說笑，看看手機，而鍛煉動作又不
大正確。不然便走到其中一座器械，互相
研究應該如何使用，其中有人建議即時上
網查看。的確，現在網上資訊發達，什麼都
能找到，而且有專業教練在網上的示範短
片，可謂任君選擇。但如果缺乏健身或肌肉
鍛煉的基本知識，單憑觀看這些示範短片
是難以掌握動作和有關肌肉鍛煉的要點和
理由。
有時候忍不住，我會主動上前提醒他

專欄

們一些正確的動作要
點，但不能每次都這
樣，因為一些同學不
一定喜歡我的介入，
破壞了他們“玩”的
氣氛。
其實，健身室不
是一個“玩”的場地，每位使用者都應先
學懂健身室的基本禮儀、責任、安全等守
則。安全是首要的守則。那天見到一位同
學在做槓鈴臥推舉（Bench Press）時因為
失平衡而一邊的鐵餅滑到地上，在旁邊鍛
煉的同學馬上上前幫他提起槓鈴，避免他
被槓鈴壓住。而我也立即上前查看他是否
受傷，並且提醒他要在鐵架兩邊加上支撐
保護架以保障安全，並警示他意外發生時
可大可小，嚴重的可以重傷致命。的確今
年 4 月在上水一間健身中心發生過類似意
外，該位使用者被槓鈴壓胸，送院後最終
不治。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
健康學系教授 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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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经纪人=额外支出？
小成本花费，降低您未知的风险

Q

房地产投资者向来都非常重视“投资成本”与“目标利润”，想要花
的更少，赚的越多，不过当大部分人在计算成本时，总认为房地
产经纪人并非必须的开支，到底经纪人的工作是什么？其实，专
业的经纪人能够为您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電話：346-998-8000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投资勿执着眼前小利，恐造成日后大伤

通常房地产投资的支出会包含房价、税金、整修费、管理费等等，而较谨慎的投资
者亦会与专业的经纪人合作，务求每个步骤都顺利进行，获益于专业人士的经验，
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更能省心、省时间。一般来说经纪人的工作包括：

提供专业意见

3.

筛选出最好房源

拟定市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经纪人会根据美
国的住房资源共享系统（MLS）和市场交易情
况确定房价，也会制订可行投资计划，提供各
方面的建设性意见，随时注意市场动向，了解
可能影响您财产的时事变化，帮助减少风险、
达成预期收益。

2.

处理法律文书

买卖双方之间的协议其实只是交易
的开始，期间的合约与相关法律细
节，专业经纪人会按部就班完成一
切所需的文书工作，建筑管理、产
权、保险税项都一手包办，保障投
资者顺利的完成交易。

房地产可说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在专业经纪人的谘询与指导下，投资者更能针对市
场，向具体的目标客群曝光物业，同时经纪人能依照个人的状况和条件筛选理想的
房产品，创造双赢局面。

以报税作为比喻，报小税时大部分人都是亲自处理，但涉及大
额税项的时候，交给会计师处理当然会更加妥善，一来减低因
漏税造成的严重后果，二来省掉报税的大小烦恼。房地产经纪
人亦是同样的概念，小成本就能让您在投资时多一个保障，避
免事情发生后才后悔当初忽略了潜在或未知的风险，而对忙碌
于生活的投资者来说，经纪人帮忙分摊各种琐碎杂事也让投资
更加轻松、放心。与专业经纪人合作虽然并非硬性规定，但不
管是商业或住宅项目的投资，有一位专业人士辅助，用自身经
验与专业的角度观察市场脉动、跟进每一个步骤，对于投资者
来说，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到德州置业安家，找休顿华人第一经纪Josie Lin林承
静女士，熟悉休斯顿的房地产产业变动、深知房地产
法规，带领专业的团队提供完整房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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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Katy TX 77449

118, Houston TX 77036

术业有专攻，经纪人工作非您想像中简单

1.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聯禾地產中國城

FREE GIFT
AVAILABLE
UEST
UPON REQ

Katy Asian Town

AMA On-The-Go

11AM - 2AM

11AM - 7PM

VISIT US DURING THANKSGIVING
TO GET FREE FLOWERS!

ORDER WITH AMA ON-THE-GO APP
TO GET FREE T-SHIRTS!

23119 COLONIAL PARKWAY, KATY, TX 77449

休城畫頁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 豐建偉醫師表
示：今天出席圓桌會議的每一個
人都給後人留下了一部神聖的、
人都給後人留下了一部神聖的
、
傳奇創業的一本書。
傳奇創業的一本書
。

林建新主席介紹他成立該會 的
目的，
目的
，為提高華人政治地位
為提高華人政治地位。
。

美國德克薩斯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
11月
11
月 20
20日在休士頓舉行
日在休士頓舉行
（右起
右起）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和沙麗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和沙麗，
，女士為 「美國華人華
僑聯合總會」
僑聯合總會
」 主席林建新和秘書長朱立業贈送了象徵美國西部牛仔精
神的牛仔帽和書畫作品，
神的牛仔帽和書畫作品
，與州議員吳元之
與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合影
合影。
。

州議員吳元之表示：新移民在這
州議員吳元之表示：
個國家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個國家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
華人受到歧視、
華人受到歧視
、亞裔受到歧視
亞裔受到歧視。
。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
清向大家介紹林建新主席個
人背景。
人背景
。

出席大會的華人精英在餐會上合影。
出席大會的華人精英在餐會上合影
。

德克薩斯州華裔精英參加會議並合影。
德克薩斯州華裔精英參加會議並合影
。 （右起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
清與貴賓林建新主席、
清與貴賓林建新主席
、州議員吳元之
、朱立業秘書長在大會上合影
朱立業秘書長在大會上合影。
。

恆豐銀行市場部副總裁劉妍（右
恆豐銀行市場部副總裁劉妍（
）與貴賓林建新主席
與貴賓林建新主席（
（中）朱立
業秘書長（
業秘書長
（左）合影
合影。
。

沙麗（
沙麗
（中 ）陳韻梅
陳韻梅（
（右 ）,查中華
（左 ）在大會上合影
在大會上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秘書長朱立業表示：該會將團結和聚
秘書長朱立業表示：
集更多的華人有志之士，
集更多的華人有志之士
，共同參與
共同參與。
。

出席大會的休市精英與林建新主席（右二
出席大會的休市精英與林建新主席（
右二）
）來自達拉斯的解健
來自達拉斯的解健（
（左二
）會長合影
會長合影。（
。（左起
左起）
）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 主席李雄
主席李雄、
、州議員
Gene Wu,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Gene Wu 的夫人休士頓十
三台主播 Miya Shay。
Sh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