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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眾所皆知，在廣闊美國德克薩斯大地湖泊密佈，
由於很多湖泊都沒有和外海相連，天然自成人煙稀少，不僅風景
壯麗更是野生無污染生態環境。春季適逢釣鱸魚的季節己經開始
，有鑑於此天津同鄉會、僑報及美南銀行將在2019年3月2日上

午10點於美南社區服務中心（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共同聯合舉辦一場介紹釣鱸魚入門技能公益免費
講座。舉凡有興趣的朋友皆歡迎前來參與，了解如何在廣柔的德
州大地湖泊密集的區域內釣魚及應注意的相關事項等。

由 於 場 地 座 位 有 限 ， 訂 位 及 連 絡 電 話 ， 張 嚴 ：
850-454-8869、鄭直：713-828-3932

莊幃婷 (Ling Chuang) 713-272-5045

2019年3月2日釣鱸魚知識講座
（本報訊）李定印 牧師 介紹

李牧師是台灣高雄人，今年56歲，母會是鳳山一甲長老教會，父母是
第一代的基督徒。他於1993年畢業於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間受派的教會是彰化中會永靖教會，當時教會快三年沒有傳
道人，雖然資源不是豐富，但是感謝主，在長執和會友同工下，牧會
期間，兒童、青少年和婦女聚會活動相當熱絡，成為極感恩、懷念的
牧會生涯。後來，思考教會若要再突破，必須由牧者夫婦共同牧會，
才能有更進一步增長。因個人尚未結婚之故，所以建議教會邀請一對
牧者夫婦來接棒，本人則前往花蓮門諾會醫院服事，擔任院牧的工作
。

當時門諾醫院正在擴建募款，禮拜堂、辦公室都是臨時搭建的。
一邊認識、一邊學習，帶著一群醫務同工在醫院、山上部落和偏遠教
會做醫療傳道，雖是辛苦但是甘甜。1996年1月6日由 「台灣東部中
會」封立為牧師。同年暑假，牧師娘慧璇從台神音樂系畢業，成為支
持李牧師的好伴侶。後來門諾醫院兩棟醫療大樓擴建完成，也擁有兩
間新穎現代化的禮拜堂（220人、450人），更成立了全人關懷部，分
為傳道課、社工課和志工室，由李牧師負責。

經過兩任六年，李牧師認為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應該去進修更紮
實的教牧理論，於是申請溫哥華神學院，在醫院同工的祝福下，去攻
讀神學碩士。

進修兩年之後，得到教牧協談的神學碩士。2003年受邀回到花蓮

玉山神學院，一間專為訓練原住民傳道人的玉山神學院任教，負責實
踐神學領域的教學。一個全新的開始，與原住民學生、原住民教會有
非常多的互動和學習，對土地、身份認同和生命有更不一樣的認知。

在任教期間，利用課餘繼續到舊金山神學院攻讀教牧學博士，共
四年，完成教牧博士學位。

李牧師也接受四間教會醫院3600小時的教牧臨床教育（CPE）訓
練，在2012年得到台灣教牧關顧協會的教牧關顧臨床督導資格，分別
在台南新樓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和花蓮門諾醫院，帶牧者與神學生作
教牧關顧的臨床訓練。

除了在神學院的教學、醫院的臨床教育，帶領學生在地方教會與
教會醫院實習的經驗。李牧師於2013年的出版了 「後現代的教牧類型
和實踐」的書，有關牧會學的方法和實踐。2017年出版第二本書 「教
牧協談的方法論」，提供給牧者如何與信徒協談的工具書。2018年出
版第三本書 「進入講台—講道學的方法」，分析講道學的各種概念和
實例。

李牧師家有兩位可愛的女兒和兩隻貓。要離開美麗的花蓮，還有
教學工作，可說是非常的不捨，包括家人生活、孩子學校的改變，但
是深信上帝是耶和華以勒，讓李牧師全家學習依靠祂，在成為傳道人
的二十五年後，進入一個祂所應許的新職場 「休斯頓恩惠台灣長老教
會」，這是一間位於中國城中心的教會，李牧師相信未來要與所有的
同工一起委身，關顧兄姊、服事教會，向人宣揚上帝國的福音。

恩惠教會李定印牧師就任禮拜

2019香港會館豬年春宴和麻雀大賽鳴鼓登場
（本報訊）金豬獻瑞,翔有萬星, 富貴金豬賀肥年。侯斯頓香港會

館全體理監事向四方朋友拜年, 希望各位 來年闔府快樂！豬籠入水！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侯斯頓香港會館為慶祝豬年來臨定於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天，上午
十一時假坐雨花齋 (1234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舉辦每
年之麻雀大賽, 入場費包括午餐和下午茶每位十元。四方城高手，可
趁此機會大顯身手，說不定晉爵。冠亞季殿軍獎品有獎牌一個和 大利
是一封, 得獎者將予2019春宴時頒獎。

香港會館2019年春宴將會在三月三日星期天下午六時半於珍寶海
鮮酒家舉行。餐費如下:

特賓席(鑽石席) 每席一千元，每位一百元

名譽席 (金席) 每席五百八十元，每位五十八元
貴賓席 (銀席) 每席四百八十元，每位四十八元
上賓席 (銅席) 每席三百八十元，每位三十八元

晚宴，當然是珍饈美味，貴賓大塊朵頤外，同時有舞獅來助興，
及香港會館會員演出趣劇 “金豬報喜迎新歲”。除了搞笑外，還提供
幸運抽獎，現金獎，和多首中英文歌曲給大家欣賞。

敬請蒞臨，有興趣參加者，請致電
譚 陳 苑 儀 Lisa Tam 281-788-7870 黎 瓊 芳 Connie Lai

713-480-9988
沈 巧 玲 Anita Sham 832-788-3121 梁 國 堅 Peter Leung

832-860-0337

香港會館香港會館20192019年麻雀大賽於年麻雀大賽於22月月2424日在雨花齋日在雨花齋
舉行舉行,,陳苑儀陳苑儀,,黎瓊芳黎瓊芳,,譚梓康譚梓康,,唐國珍唐國珍,,關毓駿等參關毓駿等參
賽者合影賽者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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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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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為食書生））龍獅賀歲在金冠龍獅賀歲在金冠楊楚楓楊楚楓

（ 本報記者秦鴻鈞）經常為休市人
提供經典美食的 「和樂公司」 ，近期將
隆重推出走過百年，五代薪火相傳的世
代傳承的珍珠-- 「陳允寶泉」 ---這種
以心製餅、傳承至高手藝，融合漢餅和
菓子的製作工藝的小月餅、花采餅、桃
山香柚、金沙酥、蛋黃酥----，每代

傳人以創新之心，共造經典美味！
「陳允寶泉」 來自台灣，近年來台

灣經歷幾次嚴重食安事件，陳允寶泉不
僅安然度過，更屢次榮獲國家食品大獎
認證。第四代掌門人陳坤宏先生說: 「食
品是良心事業！用做給自己親人吃的心
情去製餅。我們喜歡客人吃完後,臉上露

出滿意的笑容！」 陳允寶泉堅持使用頂
級原料，如紐西蘭原裝奶油，奶粉等，
並採用天然、新鮮的在地食材（萬丹紅
豆、台南二號鳳梨等），當日現做餅皮,
絕不使用防腐劑或有害健康之添加物，
並主動嚴格送驗，正是以心做餅的態度
，讓消費者每一口都吃得實在又安心！

多年來 「陳允寶泉」 榮獲各項大獎
：榮獲經濟部評選優良百年老店； 寶漿
小月餅、蛋黃酥、中秋月餅連獲金牌獎
；榮獲 「天下第一酥」 最佳元氣賞; 獲
得鳳梨酥、太陽餅、牛軋糖優良品質認
證標章；台中市政府- 大台中厚禮數首
選；台中市政府食品安全--食在安心烘
焙店；十大伴手禮太陽餅四度榮獲台中
市最高榮譽 「金口碑」 獎；經濟部百年
老店誠信傳承；中秋月餅榮獲金餅獎。

從1908 年至今， 「陳允寶泉」 已走
過百年，讓世人細細品嚐他們世代傳承
的珍珠：從第一代陳允，在豐原街仔叫
賣糕餅，當時最著名的莫過於 「糕仔」
、 「米香」 ； 第二代陳金泉1943年東
京開源，在和菓子大賽拿下最高殊榮日
本天皇賞後，更研發出京都銘菓 「桃山
香柚」 令人垂涎；第三代陳增雄，在台
中創立 「台灣寶泉本店」 ，以日式烘焙
佐高級白鳳豆沙，研發出大小適中的
「小月餅」 ，多層次酥皮與清香微甜的

內餡成就經典好味道；第四代陳坤宏，
台灣創新，堅持純手工製作多層次低糖

「太陽餅」 ，兩度榮獲台中 「金口碑獎
」 ；第五代2016 年學成歸國，接手糕餅
事業，兩兄弟共同研發出 「夏威夷豆牛
奶軟糖」 ，開始新一代的糕餅人生, 以
傳家的味道繼續傳頌經典。

這次 「陳允寶泉」 推出的產品包括
: 「小月餅」 這連續數十年榮獲食品金
牌獎，外層為多層次的雪花酥皮, 中層
為兩倍熬煮時間的高級白豆沙，全程以
日式烘焙手工製成恰如其適中口徑，細
膩入口即化，食品金牌獎當之無愧。 「
花采餅」 以特製豆沙加上在地製作的鹹
蛋黃，讓鹹香的滋味停留在口中。 「金
沙酥」 餅皮如薄翼，嚴選鹹蛋黃研磨成
金黃細沙與香甜細柔的白鳳豆及頂級紐
西蘭奶油，揉合成紮實飽滿的內餡，化
入口中，香濃瞬間充斥著整個味蕾！其
他還有日本明治時代京都雅緻和風燒菓
子-- 「桃山香柚」 及榮獲食品金牌獎與
台灣百大伴手禮殊榮的 「蛋黃酥」 都是
「陳允寶泉」 即將與休市人會面的經典

美味！美國總代理：Well Luck Co. ,Inc.
和樂公司

走過百年走過百年,,細細品嚐世代傳承的珍珠細細品嚐世代傳承的珍珠
「「陳允寶泉陳允寶泉」」每代傳人以創新之每代傳人以創新之心心，，共造經典美味共造經典美味

作為美國第四大都會的休斯頓，遇上中國農歷
新年，當然是彌漫著濃厚的新春氣氛，而當中
“舞獅表演”，更是首屈一指的慶賀節目，中國城
內的各大華資銀行，各大超級市場、各大華人酒家
，均有安排醒獅來道賀。而位於百利大道上年來生
意穩步上揚的金冠大酒樓，早已選定2 月9 號週六
上午11 時，恭迎金獅團隊，到來賀歲。

當天是大年初五，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上午
十時，金冠酒樓對開的百利大道上，己見車如流水
馬如龍，人群開始走進

金冠酒樓之內，選擇一個好座位，以便稍後醒
獅到來時，可以捷足先登，看過端倪。正是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不消一刻鐘，金冠大酒樓內已是高
朋滿座，客似雲來，茶客之間，相熟者固然打躬作
揖，恭賀聲聲。即使是素不相識，當天也是笑容相
對、招手為禮，好一派過年渡節的好景像。現場鑼
鼓喧天，不少居民、旅客聞聲而至，期望感受熱
鬧 的過年氣氛。

良辰吉日午間，休市獅隊在震天價響的歡樂聲
中、一遍又一遍的擊掌聲中，雄抖抖、氣昂昂地躍
進金冠酒樓大廳中來。只見雄獅時而搔首弄姿、時
而上下飛躍。有時急步前進、有時屹立仰天。整個
酒樓的每一時地方，都是雄獅為金冠賀歲、為大廳
食客賀年的頂禮膜拜的場所。到了雄獅沿梯階拾級
而上的一刻，正是當天演出的高潮。二百多位食客
及員工，暫停呼吸交談，金晴火眼地看著雄獅，一
步一腳印，橫刀立馬，搶下紅包彩葉，贏得全場春
雷和向的掌聲、歡呼聲。

金獅隊除帶來精彩的傳統醒獅表演外，更不斷
與觀衆互動，歡迎觀衆觸摸獅頭、獅脷、獅眼等，
寓意鴻運當頭、大吉大利、龍精虎猛，與賓客送舊
迎新，現場一片喜洋洋，充滿喜賀。

隨著熱鬧的鑼鼓聲響起，金龍醒獅隊起舞翻騰
，並穿梭於酒樓各處送上吉祥與祝福，吸引不少市
民及旅客聚集欣賞，期間更燃放賀歲爆竹為活動增
添喜慶，與賓客一同送舊迎新，現場一片喜氣洋洋

。
二十多米長的金龍勇猛有力，伴隨金龍的小獅

活潑好動，寓意金冠酒家在豬年充滿朝氣和生機，
生意發展更上一層樓。大堂之內有不少男女老幼食
客，爭相觸摸金龍龍頭，寓意吉祥，祈求新一年事
事順利。金冠酒樓前地的一大步停車坊，也是人頭
湧湧，場面墟冚。十二生肖今年以豬為首，象徵財
富與福氣，甚得遊人歡心，紛紛跟金獅合影打卡，
獅隊武術成員，一於作 「黃大仙」 有求必應,亦來
者不拒。

在此收筆前夕，本書生特為金冠酒樓及休市華
人，送上豬年祝福，特草詩句如下：

金豬婀娜與春來，萬戶千家笑口開。
祝君健康常喜慶，願民勤奮創豐財。
和諧和睦昇平樂，各業各行機遇多。
大展鴻圖迎盛世，新禧同賀上高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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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報稅季節又到了，每個報稅人
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怎樣省稅、省時、省錢，那要
如何能做到合理的省稅呢？必須對稅法極為熟悉，
知道什麼地方可以省，什麼地方該省。在報稅季節
裡，若能找到一位好的會計師協助報稅，不僅讓自
己輕鬆很多，也因為會計師的專業而可省下不少銀
兩。

郝利霞(MBA & CPA)是美國註冊會計師，也是
中國全國統考會計師。她有10年美國會計師事務
所經驗和國際稅法申報經驗，過去在中國也有十年
大型企業會計的經驗，精通美國稅法和中美兩國會
計標準。

郝利霞會計師長期致力於服務各種客戶，包括
公司實體、個人、信託基金及饋贈、以及非盈利組
織註冊登記、賬目處理、和稅務申報，同時也幫客
戶解決Quickbooks應用中出現的問題，及幫助客戶
建立財務內部管理制度。

郝利霞尤其擅長複雜賬務和稅務處理，以及中

美會計信息的對接，她為人豪爽、做事認真、效率
極高，所有郝利霞會計師的客戶都稱讚她對稅法的
深刻了解、對客戶的負責精神、以及誠懇的態度。

歡 迎 洽 詢 郝 利 霞 註 冊 會 計 師 ， 電 話 ：
832-406-1208。郵箱： Lisahaocpa@gmail.com。

擅長複雜賬務與稅務處理擅長複雜賬務與稅務處理
郝利霞會計師熟稔稅法郝利霞會計師熟稔稅法 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陽光清潔公司提供優異服務陽光清潔公司提供優異服務
把清潔工作都包了把清潔工作都包了 讓您省時省心讓您省時省心

(本報休斯頓訊) 陽光清潔是一家初創公司，可說是休斯頓地區
最具規模的華裔清潔公司，服務項目有很多，包括居家清潔、商業
清潔、汽車清潔、地毯清洗、牆面清洗、店鋪打蠟等等。其與眾不

同的地方在於，有別於一般使用含大量化學物質的清潔
劑，陽光清潔公司採用無害的安利“Legacy of Clean”清
潔系列產品，讓用戶的環境更舒爽無憂。

陽光清潔公司培養了一群優秀的清潔團隊，團隊的成
員全部經過訓練並經認證合格，公司用系統化的經營，
來保證派出去的都是最優秀的員工，並且有著熟練的清
潔技能。

在提供專業清潔服務的
同時，陽光清潔公司在價
格上也相對優惠，目前服
務於大休斯頓地區，提供
深層清潔以及維護清潔來
保證您的家庭舒適，無論
是住家還是商業，陽光清
潔都將帶來一個舒適整潔
的環境、和愉快的心情。

陽光清潔公司的清潔團
隊不僅經過系統化地技能
培訓，並且熟知公司所採

用的專業化器具、以及清潔用品。
陽光清潔選擇採用無害的安利

“Legacy of Clean”系列產品，使用

綠色的、天然的，以及專業測試過的清潔產品，這些清潔產品中不
含對生物有害的化學製劑，讓用戶能無憂地享受完善的清潔服務，
放心的讓孩子、寵物、以及自己生活在舒適整潔的家中。

詳情可洽陽光清潔公司，中文專線: 909-896-8257。電話:
713-820-7999。
網站www.sunnycleaning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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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參加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參加AliefAlief學區扶輪學區扶輪
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並捐款千元贊助貧窮學生並捐款千元贊助貧窮學生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大專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右二）
頒發今年度Souper Bowl第三名團隊Place Marriott Hotel.扶

輪社會長Adam Shaw(右一）

美南大專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右二）
頒發今年度Souper Bowl第一名團隊Johnson Deluca,
Kennedy ,Kurisky，扶輪社會長Adam Shaw（右一）。

美南大專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左一）
頒獎今年度Souper Bowl第二名團隊 Gene Stoffel.扶輪社會

長Adam Shaw(右一）

參加參加AliefAlief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美南大專校聯會代表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美南大專校聯會代表
鄭芳彥先生鄭芳彥先生（（左一左一），），去年理事長鄭昭去年理事長鄭昭（（左二左二），），校聯會校聯會 「「關關
懷推廣委員會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負責人徐小玲（（右四右四），），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前理前理
事長黃初平等於事長黃初平等於22月月11日在日在Quillian CenterQuillian Center感謝僑教中心主任感謝僑教中心主任
陳奕芳陳奕芳（（左三左三））帶來僑委會提供的資料嘉惠中外與會人士帶來僑委會提供的資料嘉惠中外與會人士。。

出席Alief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美南大專校聯會代表
（左起）鄭芳彥先生，去年理事長鄭昭，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
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左三）前理事長黃初平（右三），前會
長洪良冰（右二），陳柏宇（右一）與Alief學區教育和社區負

責人Dee Jones互相交流。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徐小玲表示
，美南大專校聯會提供佈置美觀的
攤位，以中國農曆年新春迎喜，豬
年大利為主題，並提供各式的春節
小燈籠，春節喜糖，幸運餅乾送給
參加Alief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

遊園會的中外人士。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
會負責人徐小玲向外籍人士介紹

台灣的風土民情。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表示，2月
1日現場由僑委會提供的資料給
美南大專校聯會送給參加Alief學
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中

外與會人士。

出席Alief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的美南大專校聯會代表去年理
事長鄭昭（左一），前會長洪良冰（左二），前理事長黃初平（右二
），校聯會 「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右一），僑教中心主
任陳奕芳（左三）與扶輪社會長Adam Shaw(左四）、Alief學區教育

和社區負責人Dee Jones合影。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
負責人徐小玲（右一）歡迎僑教中
心主任陳奕芳（左一），扶輪社會
長Adam Shaw(左二）及Alief學區
教育和社區負責人Dee Jones蒞臨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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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買家境外地產投資大撤退
去年拋售120億美元物業

近日，有消息稱，海航集團有意出

售位於倫敦金絲雀碼頭30 South Colon-

nade的湯森路透前英國總部大樓，出價

客戶給出的價格較海航此前購入時減少

約1億英鎊。該消息雖尚未被證實，但

前幾年中國房企出海投資的熱潮已退，

都在忙著收縮海外地產投資戰線。

去年以來，萬達、海航等企業頻繁

拋售境外資產，國內投資者境外地產投

資活動已經從大量收購轉向拋售處置。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研究部董事總經理

James Shepherd指出：“我們預計年內國

內銀行對地產行業仍將保持收緊的信貸政

策，這將會限制國內投資者在境外任何地

方進行地產投資。與此同時，我們也將會

看到更多投資者對其現有物業資產進行處

置，包括中國國內。”

境外地產投資驟降逾六成
據戴德梁行近日發布《2019年中國

境外地產投資意向調查》報告顯示，在

嚴格的投資監管政策和緊縮的融資背景

下，2018年中國境外地產投資創近四年

新低至157億美元，同比驟降63%。

另據RCA 數據顯示，去年全年境外有超

過120 億美元的物業資產被國內投資者出售。

“原計劃在美國買壹套公寓，但後來

因為大額資金沒辦法‘出去’，最後只好放

棄了。”壹位受訪者向記者表示，打算在國

外買房時，也沒想著去住，主要目的還是投

資，同時可以獲得壹些房租收益，以前也有

身邊朋友在馬來西亞買中國開發商開發的房

子，現在這樣的人少了。

值得關註的是，2016年下半年以來，不

少中資房企去中國香港買地投資，現如今

有個別企業正在加速拋售香港地產資產。

2018年，從中資海外投資地區來看，中國

香港地區雖有下降，但仍是投資重地。

據RCA數據顯示，2018年香港連續

第二年位列中資境外地產投資地區首位，全

年總計錄得95億美元成交額，同比下降

20%。美國和澳大利亞以23億美元及13

億美元位列二、三位。

據戴德梁行報告顯示，從投資類型來

看，寫字樓和住宅投資仍最受中資青睞。

令人意外的是養老地產興趣漸增從第六位

上升三個名次，壹舉成為今年投資者最受

青睞投資類型的第三位。投資意向下降最

大的是酒店板塊，同比下降50%。

此外，據戴德梁行上述報告顯示，盡管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以及英國脫歐存在不確定

性，但美國和英國仍將是國內投資者海外地

產投資的首選目的地之壹。不過，中資投資美

英兩國的地產資產增長勢頭也在放緩。84%

的受訪者表示較2017年而言，去年其所在

公司均有減少或維持境外地產配置的現象。

中資頻繁處置境外物業
據RCA數據顯示，2018年中資在美

國總計收購了近23億美元的物業資產，

而資產處置卻高達31美元，這是第壹次

中資在美地產投資資本呈凈流出現象。

值得壹提的是，除了萬達、海航等

企業，壹些此前大規模投資海外物業的

險資也有盤整海外資產的動作，酒店、

寫字樓等地產資產率先被棄。

戴德梁行方面表示，鑒於未來壹段

時間內國內對於房地產融資很可能繼續

保持緊縮的狀態，這將會持續限制國內

資本在全球其他地區的地產配置。鑒於

此，“我們預測2019 年中國境外地產投

資額將仍保持低位平穩狀態。”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資本市場部海外

投資主管張令青稱：“投資者對投資目

的地的傾向、人民幣匯率變化以及全球

物業價格的看法，均表明目前國內投資

者正變得越來越理性，並嚴格按照國家

投資政策進行標的選擇。”

戴德梁行報告顯示，表示受到境外

投資監管政策較大或嚴重影響的受訪者

從2017 年的50% 急劇上升到65%。另

外，僅有18%的受訪者認為2019年國內

地產融資情況將變得寬松。展望 2019

年，投資者普遍對境外地產投資持謹慎

態度。

不過，張令青補充道：“2019年境外

地產投資仍然會是相對“安靜”的壹年，

但我們將看到更多中資收購海外地產經營

及管理平臺及旗下資產包的動作。”

折疊屏能否“折疊”出手機新機遇
繼三星發布新款折疊屏手機之後，中國華為公司

日前在巴塞羅那產品發布會上也推出壹款基於第五代

移動通信技術(5G)的折疊屏手機。這種“新式”手機在

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期間“刷屏”，引發廣泛熱議。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在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持續

下滑的大背景下，折疊屏幕等新技術有望成為智能手

機行業的下壹個風口。但這種產品也必須用市場口碑

來證明它不僅僅是“讓屏幕變大了壹點”而已。

手機折疊屏帶來想象空間
世界移動通信大會開幕前，三星公司就搶先發

布了新壹年的主力智能手機產品。其中，采用折疊

屏幕設計的智能手機Galaxy Fold備受矚目。這款

手機外殼上配有壹個顯示屏，但如果將其打開，裏

面會呈現出另壹塊7.3英寸的顯示屏，這壹尺寸已

接近壹些小尺寸平板電腦。

緊隨其後，華為發布了首款5G折疊屏手機

Mate X。它搭載華為首款7納米工藝多模5G芯片

巴龍5000，可實現高速下載，在相關網絡支持下可

實現最快3秒下載壹部大小為1G的視頻。這款手機

可能在今年6月前後發售。

更好的視覺體驗、更多的應用可能、更快的速

度，折疊屏手機讓人們浮想聯翩，同時也免不了

“貨比三家”。

國際分析機構福裏斯特公司副總裁托馬斯·赫森認

為，與三星Galaxy Fold相比，華為的新產品毫不遜色。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相比之下，三星的折疊屏手機更加

實用，而華為的折疊屏手機細節完成得更出色。

在與普通智能手機相仿的體積內，折疊屏技術

增加了顯示面積，為下壹代智能手機產品帶來了更

大的想象空間。除三星和華為外，不少手機廠商也

在發力折疊屏技術，例如TCL展示了折疊屏概念機，

OPPO發布了該品牌折疊屏手機的照片，小米公司

正在研發雙折疊屏手機。

柔屏技術的成熟期正全面到來
折疊屏手機的出現離不開可折疊的AMOLED

柔性顯示屏等技術的支撐。AMOLED是目前柔性顯

示屏中最常見的壹種，與傳統液晶顯示屏相比，柔

性顯示屏具有低電耗、高亮度、多色彩、更輕薄、

能彎曲等特點，優勢明顯。

以華為Mate X為例，它采取四層結構設計：

最上面壹層是高分子材料的屏幕保護層，第

二層是可彎曲的柔性顯示屏，第三層是軟膠

支撐片，最下面壹層是轉軸。轉軸的設計最

關鍵，是壹道集合了數學、物理學、材料學、工業設計

等多門學科的綜合題，幾乎決定了折疊機的成敗。

據TCL通訊全球銷售與市場中心總經理李紹康

介紹，柔性顯示屏和可折疊移動設備的實際應用需

要克服三個挑戰：可折疊的AMOLED柔性顯示屏

本身，耐用的機械外殼及全新的配套軟件。

業內人士透露，現在智能手機所使用的AMOLED

核心技術主要掌握在三星、LG等公司手中，但近些年

來，中國廠商正加快國產化步伐，例如TCL、京東方等

中國公司已開始投資布局柔性顯示面板生產線。

中國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司長吳勝武指出，2018

年，中國有多條AMOLED面板線投產或擴產，預計未

來3至5年資金投入規模可達300億美元至500億美元，

中國大陸面板總產能有望在2019年成為全球第壹。

折疊屏內涵不僅是“大壹點”
折疊屏很驚艷，但有人說，它只是讓手機更大

；有人說，它只是看起來更酷；也有人說，它只是

讓手機更貴了。調侃中其實也不乏對這壹產品未來

新體驗的期待。

遊戲中更多的提示窗口和視覺體驗、更清晰的

實時視頻對話、工作中更便捷的掌上操作……人們

不斷開著腦洞。許多軟件廠商也在摩拳擦掌，就軟

件適配和大屏幕的新應用場景謀劃未來。

智能手機發展趨勢是本屆世界移動通信大會的

熱門話題。據美國市場分析機構“國際數據公司”

此前發布的數據，2018年第四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機

出貨量同比下跌4.9%，這也是連續第五個季度出現

下跌。不過，市場分析人士認為，隨著5G和折疊

屏幕等新技術的出現，智能手機市場有望在不久的

將來迎來轉機。

埃森哲大中華區戰略董事總經理哈億輝指出，

除非產品能夠真正帶來差異化的體驗，否則消費者

不會認為有必要花錢更新手中的產品，而且折疊屏

手機當前價格導致目標客戶群體數量有限。赫森也

認為，折疊屏手機大規模普及尚需時間。

三星和華為折疊屏手機目前的報價均過萬元人

民幣，高昂的售價讓大多數消費者望而卻步。與此

同時，不少業內人士也對折疊屏手機的鉸鏈耐用性

、電池壽命、手機厚度以及能否實現量產等問題提

出了質疑。

目前，三星公布了折疊屏手機最多可折疊30萬次

，華為暫未公布折疊次數，但據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

執行官余承東透露，目前主要技術障礙已經克服，實

現量產後，折疊屏手機的價格有望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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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2.5億支援運動員雙軌發展

■■孟蘇平奪得孟蘇平奪得
女子女子8787公斤以公斤以
上級挺舉和總上級挺舉和總
成績冠軍成績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新生．傳奇”密爾沃基釀酒人
隊球員簽約儀式暨美職棒（MLB）中
國2019戰略發佈會日前在京舉行，
“00後”小將趙倫、伊健和寇永康與
釀酒人隊簽約，繼許桂源（巴爾的摩
金鶯）、宮海成（匹茲堡海盜）、強
巴仁增（波士頓紅襪）、王洋（費城
費城人）後，又有三名中國球員遠渡
重洋追求自己的棒球夢想。

“最初打棒球的時候，登上大聯
盟賽場簡直是件無法想像的事情。現
在，感覺自己離這個夢想更進了一
步。接下來，我會一步步朝着這個終
極目標去努力。”趙倫說。

這是首次有一支美職棒球隊同時
簽約三名中國大陸球員。簽約的三名
中國球員均出生於2001年，趙倫和
伊健在場上司職投手，寇永康司職內
野手，三人均是美職棒設在中國的棒
球發展中心培養的學員。加上之前登
陸美職棒的四名球員，發展中心成立
十年來已為美職棒球隊輸送了七名選
手。

美職棒新賽季將於3月底拉開戰
幕，趙倫、伊健和寇永康將從小聯盟
打起，力爭通過自己的表現贏得登上
大聯盟舞台的機會。

■新華社

2019年國際泳聯跳水世界系列賽首
站今起一連三日在日本相模原市舉行，由
奧運冠軍施廷懋、曹緣、陳艾森領銜的中
國跳水隊全線出擊。

跳水世界系列賽是僅次於游泳世錦賽
和世界盃的頂級賽事，只有奧運冠軍、世錦
賽冠軍、世界盃冠軍以及世界排名佼佼者才

有資格參賽，2019賽季共設5站比賽。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跳水今年冬訓着

力調整重組雙人組合，“多面手”曹緣將
身兼跳板和跳台3個項目，在雙人10米台
上與陳艾森攜手；去年世界盃女台雙冠王
張家齊則與盧偉搭檔衝擊女子雙人10米
台。參加兩個混合雙人項目的選手也是全

新組合，只有施廷懋和王涵是在2010年
廣州亞運會之後的第二次合作，算是“老
搭檔”。

世界系列賽於2007年創建，中國跳
水隊共收穫49枚獎牌高居獎牌榜榜首，
其次是俄羅斯19枚、加拿大13枚。

■新華社

跳水“夢之隊”出擊世界系列賽

三名“00”小將簽約美職棒

■■楊哲將男子楊哲將男子
109109公斤級抓公斤級抓
舉舉、、挺舉和總挺舉和總
成績冠軍收入成績冠軍收入
囊中囊中。。新華社新華社

■■余翠怡表示政府向總會撥出更多資源余翠怡表示政府向總會撥出更多資源，，對對
爭取出線東京奧運有極大幫助爭取出線東京奧運有極大幫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鈞奇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鈞奇
（（右右））認為對總會增加撥款有助認為對總會增加撥款有助
挽留體育行政人才挽留體育行政人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舉重世盃收官中國31金九破世績

為支援運動員而設的“香港運動員
基金”現時只餘下數百萬港元，

陳茂波表示，新季度會注入2.5億之
餘，並會增加全職運動員退役時可獲的
現金獎勵。

葉姵延對“退休金”感驚喜
在東亞運動會及亞運會曾贏過女單

金、銀、銅牌的羽毛球女將葉姵延坦
言：“相比起我們上一代，近年政府對
運動員照顧愈來愈好。我自己做了10
多年全職運動員，資源慢慢每年遞增，
我已經很滿足。或者我會打多2、3年
就退役，今次也留意到運動員‘退休
金’一項，對我絕對是意外驚喜，家人
也少了一份擔心。”

余翠怡盼再進修回饋體育界
今次計劃並會資助運動員進修，已

修讀了健康教育學位的“黑妹”透露，
自己將來也會向碩士進發，增加自己退
役後找工作的本錢。跟她有同樣想法的
還有輪椅劍擊名將余翠怡。

多年來為香港贏得多面殘奧及亞殘
運金牌的翠怡也有進修計劃：“作為運
動員，每一年都很期待《財政預算案》
關於體育的消息，今次我特別留意兩
點，一就是獎學金，以往的資助計劃只
會將首個學位課程納入批核範圍，今次
則放寬到可以申請更高學歷。我本身已
有學士及碩士學位，將來退役後會再進
修有關科目，看看日後有沒有機會在體
育界發展及貢獻。”

以往曾經自費到外地比賽的余翠怡
補充：“今次政府向體育總會撥出更多
資源，代表運動員有更多機會搶分，以
及累積更多經驗，對爭取出線東京奧運
有更大幫助，運動員一定全力以赴做出

更好成績。”

貝鈞奇指增撥款有助留人才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鈞奇身兼

足球總會、柔道總會及健美總會高層
等多重身份，最希望今次撥款能挽救
總會人才流失的現象：“很多體育總
會的體育幹事及助理薪金都偏低，以
致流失量很高。大家對工作有熱誠之
餘，實際上也需要餬口，今次《財政
預算案》撥款相信可以作出補助。事
實上政府近年對體育資助都是每年遞
增，對我們業界發展絕對是好事。當
然，如果撥款能夠再多一點，對我們
助力便會更大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香港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公佈新一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公佈新一份《《財財

政預算案政預算案》，》，提出向提出向““運動員基金運動員基金””撥撥

款款22億億55千萬千萬（（港元港元，，下同下同），），支援運動支援運動

員為港爭光的同時員為港爭光的同時，，也能在學業上雙軌也能在學業上雙軌

發展發展；；同時也會額外投入同時也會額外投入11億億支援運動支援運動

總會總會。。業內人士普遍對此表示歡迎業內人士普遍對此表示歡迎，，部部

分運動員更揚言分運動員更揚言，，政府今次計劃有如在政府今次計劃有如在

體壇注下強心針體壇注下強心針，，有助運動員力爭東京有助運動員力爭東京

奧運資格奧運資格，，甚至爭取好成績甚至爭取好成績。。

■■““黑妹黑妹””指指““退休金退休金””讓家人少了一份擔心讓家人少了一份擔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舉重世界盃暨2020東京奧運會
資格賽最後一個比賽日中，里約奧運會
冠軍孟蘇平擊敗老對手俄羅斯名將卡什
麗娜，獲得女子87公斤以上級挺舉和總
成績冠軍，中國隊以31金、9破世界紀
錄的佳績收官。

女子87公斤以上級競爭異常激烈。
當日抓舉較量中，卡什麗娜、孟蘇平和中
國19歲小將李雯雯首次試舉135公斤均
成功。第二把，李雯雯舉起142公斤，孟
蘇平則用兩次機會才舉起140公斤。最後

一舉李雯雯要了146公斤，選擇挑戰世界
紀錄但失利。卡什麗娜在舉起140公斤
後，第三把選擇平自己的世界紀錄（145
公斤），並最終鎖定抓舉冠軍。

挺舉比賽中，李雯雯和卡什麗娜均
用兩次試舉才舉起175公斤，最後一把分
別舉起了182公斤和178公斤。孟蘇平則
用第二把平世界紀錄的185公斤鎖定挺舉
和總成績冠軍，最後嘗試刷新世界紀錄的
188公斤，但未能成功。李雯雯收穫抓
舉、挺舉和總成績三塊銀牌，卡什麗娜拿

下抓舉冠軍，挺舉和總成績均位列第三。
孟蘇平賽後告訴記者，她一直想贏

卡什麗娜，但今天對手狀態一般，自己勝
之不武。

在男子109公斤級和109公斤以上級
的比賽中，中國選手均用5次試舉橫掃奪
冠。28歲選手楊哲以抓舉193公斤、挺舉
215公斤和總成績408公斤包攬三項冠
軍。艾雨南以183公斤、230公斤和413
公斤將109公斤以上級的抓舉、挺舉和總
成績金牌收入囊中。 ■新華社

巴塞隆拿北京時
間28日凌晨在西班牙
盃4強次回合，作客
以3：0戰勝皇家馬德
里，以總比數4：1連

續第六年晉級西盃決賽。賽後，皇
馬主帥蘇拿利指出，己隊曾一度佔
主動，是“帶着尊嚴倒下”的。巴
塞主帥華維迪亦表示，比賽非如比
數所反映一樣完美，緊接周末西甲
聯賽狹路再逢需多加防範。

皇馬上半場表現可圈可點，卻
屢次錯過入球機會。巴塞則在下半
場發力，把握皇馬幾次致命錯誤連
入三球，包括蘇亞雷斯起孖以及皇
馬守將華拉尼擺烏龍。

蘇拿利說：“我們今天帶着尊
嚴落敗，但在足球世界很難談論公
正與否。我要祝賀對手，他們用努

力換得晉級。”小將雲尼斯奧斯表
現耀眼，但臨門一腳卻遭不少非
議，蘇拿利表示：“這會隨時間和
人的成熟、並可通過訓練慢慢改
進。”

緊接再演聯賽“國家打吡”
巴塞在西甲擁7分榜首優勢，

多排第3的皇馬9分，兩軍緊接周末
在班拿貝再演聯賽“國家打吡”。
蘇拿利告誡弟子：“足球場上需要
學會迅速站起來，下仗對手還是會
給我們製造困難。”巴塞教頭華維
迪亦表示，球員需吸取上半場陷於
被動的教訓，“這不是完美一
仗，”認為己隊上半場不夠進取，
對方創造了很多明顯機會，“下半
場我們顯示出更堅定的決心，因知
0：0是沒用的。” ■新華社

西盃皇馬半場好波出局
巴塞教頭認贏得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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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兼
任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
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
取自高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好萊塢啟示錄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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