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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琦教授、學者、作家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
史丹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多年
現致力於人文旅行、寫作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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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英國，，為籌備展覽為籌備展覽，，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藝術專業學生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藝術專業學生ElodieElodie
PoncinPoncin決定教小馬學習如何畫畫決定教小馬學習如何畫畫。。她花費了大量時間訓練壹匹她花費了大量時間訓練壹匹1212歲的歲的
威爾士混血馬練習用海綿和刷子在帆布上作畫威爾士混血馬練習用海綿和刷子在帆布上作畫。。

483483萬元落錘成交萬元落錘成交！！
世上僅存兩枚的古羅馬金幣在英國被拍賣世上僅存兩枚的古羅馬金幣在英國被拍賣

倫敦倫敦Dix Noonan WebbDix Noonan Webb拍賣行拍賣行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Emma OxleyEmma Oxley展示壹枚罕展示壹枚罕
見的見的2424克拉古羅馬金幣克拉古羅馬金幣。。這枚金幣這枚金幣
被命名為被命名為Aureus-Aureus-293293AD-AD-，，是壹位是壹位
考古業余愛好者在肯特郡多佛附近考古業余愛好者在肯特郡多佛附近
壹塊新開墾的土地上發現的壹塊新開墾的土地上發現的，，世上世上
僅存兩枚僅存兩枚，，另壹枚被收藏於大英博另壹枚被收藏於大英博
物 館物 館 。。 Aureus-Aureus-293293AD-AD- 最 終 以最 終 以
552000552000英鎊英鎊（（約合約合483483..77萬元萬元））的的
破紀錄價格成交破紀錄價格成交。。

““釉彩國度釉彩國度———葡萄牙瓷板畫—葡萄牙瓷板畫500500年年””展在故宮開幕展在故宮開幕

““釉彩國度釉彩國度———葡萄牙瓷板畫—葡萄牙瓷板畫500500年年””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
拉開帷幕拉開帷幕。。這是故宮博物院首次與葡萄牙國立瓷板畫博物館合作舉辦的這是故宮博物院首次與葡萄牙國立瓷板畫博物館合作舉辦的
展覽展覽，，共展出共展出1616世紀至世紀至2121世紀世紀5050余幅葡萄牙瓷板畫精品余幅葡萄牙瓷板畫精品。。由於每幅瓷由於每幅瓷
板畫都是由數塊瓷板拼接而成板畫都是由數塊瓷板拼接而成，，因此因此，，用於本次展覽的瓷板多達用於本次展覽的瓷板多達50005000
塊左右塊左右。。本次展覽展品貫穿葡萄牙瓷板畫本次展覽展品貫穿葡萄牙瓷板畫500500余年歷史余年歷史，，通過不同時代通過不同時代
的作品的作品，，觀眾可以看到瓷板畫風格的變遷觀眾可以看到瓷板畫風格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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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大企業“機器換人”成效顯著
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機器換人”難在哪

在眾多大型企業通過引進自動化

生產線降低成本、提升產品質量的同

時，不少中小企業卻依然面臨著智能

生產設備“用不起”或“不敢用”的

窘境

中小企業“機器換人”難在哪
即使在黑燈情況下，車間生產線

也能照常運行——與其他生產車間不

同，雙鹿電池無人智能生產車間因為

沒有開燈的緣故壹片漆黑，僅有微弱

的機器運行聲，整個生產過程也無須

工人介入，車間內中央集塵系統以及

中央真空系統的應用，有效解決了噪

音和粉塵的問題。

在浙江，類似雙鹿電池這樣擁有

無人智能生產車間的企業還有很多。

另壹方面，在眾多大型企業通過引進

自動化生產線降低成本、提升產品質

量的同時，不少中小企業卻依然面

臨著智能生產設備“用不起”或

“不敢用”的窘境。 中小企業

“機器換人”難在哪裏？數量眾多

的中小企業該如何實現工業機器人

的大規模應用？帶著問題記者進行

了調查采訪。

大企業“機器換人”成效顯著
對於制造業大省浙江來說，使用

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力生產早已不是新

聞。眼下，國內不少制造業企業均面

臨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尤其是不斷上

漲的工人工資進壹步擠占了利潤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機器換人”成為提

高勞動生產率的必然選擇。

在喜臨門集團袍江分公司，壹輛輛

裝滿出口床墊的集裝箱車駛出廠區。令

人驚奇的是，這裏壹天最多能發出

50個集裝箱，整個倉庫管理人員卻

只有8人。“這得益於新建的自動立

體倉庫。”喜臨門集團國際事業部總

經理助理羅凱說，這個3000多平方

米的立體倉庫，去年完成了220萬張

床墊的倉儲周轉。

在湖州市吳興區織裏鎮的安姐實

業童裝企業生產車間裏，全自動吊掛

系統正將壹塊塊裁剪完的布料輸送到

下壹道工序，工人們只需坐在縫紉機

前伸手將布料取下，進行縫紉拼接後

再繼續傳輸，壹件完整的服裝便很快

出現在傳輸系統末端。目前，該鎮已

有50多家試點企業引入打版、裁剪

、吊掛等成套自動化設備。

在溫州壹家電機制造業廠房中，

壹臺通體黃色的“大塊頭”機器人格

外醒目。這款機器人長得像起重機的

吊臂，正忙著在流水線上分裝貨品，

它可以準確區分同類貨品的不同顏色

和型號，再分別裝進不同的紙箱裏，

分裝完之後再將紙箱的封口包裝齊整。

待這壹系列包裝工作完成，“大塊頭”

用自己的吊鉤壹次次“銜”起紙箱，

把它們碼放到幾十米外的空地上。

這家電機制造企業的負責人說，

去年下半年，公司從機器人生產企業

購入了20款搬運機器人，這幫機器

人很“能幹”，包裝、封箱、搬運全

都會，如果以24小時為單位計算，

壹個機器人可以頂20個工人的勞動

量。

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在實施

傳統制造業智能化改造提升中，新建

數字化車間60個、無人工廠6家，在

役機器人達到7.1萬臺，其中新增1.6

萬臺。

中小企業卻難以實現大規模應用
機器人產業的快速發展得益於企

業對於工業自動化設備的迫切需求。

但由於機器人產業的關鍵零部件沒有

實現國產化，這也直接導致機器人設

備成本高昂且遠高於國外同類產品，

這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是壹個巨大的障

礙。

相較於大型企業，勞動力緊缺的

難題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更為凸顯。如

何讓工業機器人走進更多中小企業已

經成為壹個亟待破解的難題。

“雖然工人工資偏高，但至少能

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用相當於企業

好幾年運營資金的錢進行設備升級，

萬壹企業等不到收回成本的時候就垮

了怎麼辦？”有企業家對此發出類似

的擔憂。

記者采訪中發現，在國內，對於

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來說，要實現工

業機器人的大規模應用，成本擔憂仍

然是很大的阻礙。

例如，國內企業購買減速機的價

格約是國外企業價格的5倍，伺服電

機、控制器等關鍵零部件價格也明顯

高於國外同類產品，這對於資金並不

充裕且較難得到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

來說，目前還難有實力實現大刀闊斧

的設備整改升級。

“我國機器人核心部件占整機成

本近66%，在國內核心部件市場占比

僅有25%左右，這不足以應對智能制

造龐大的市場。”浙江智昌產業集團

董事長甘中學說。

外部大環境的制約同樣是影響機

器人在中小企業滲透率的主要因素。

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智能制

造行業的產值規模約為1.5萬億元，

預計2020年，行業產值將達到3萬億

元。其中，涉及生產機器人的企業超

過了800家，超過200家是機器人本

體制造企業，大部分以組裝和代加工

為主，處於產業鏈的低端，產業集中

度很低，總體規模小，創新能力薄弱。

需進壹步加強自主研發

企業只需繳納少量租金，即可租

用自動化的生產設備。壹方面為企業

節約了資金，另壹方面企業也可根據

租賃期間內的生產實際情況，更清晰

地核算成本，避免“入不敷出”——

目前，機器人租賃似乎可解中小企業

“機器換人”的燃眉之急。

“作為國內機器人租賃模式的創

始者，我們在市場中充分看到中小企

業的實際困難，推出此模式壹方面解

決企業壹次性的資金投入問題，另壹

方面也能降低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風

險，更重要的是解決企業技術人才儲

備問題，並通過提供專業的技能培

訓，為中小企業客戶輸送技術人才

，為後期‘機器換人’提供最大的人

才支持。”特蓋德智能裝備有限公司

總經理郭仁財表示。

然而，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

業面對智能生產設備“買不起”

“不敢買”的困境，加強自主研發

是必由之路。事實上，為了扶持機

器人產業發展，國家近兩年已持續

出臺相關政策，並頒布《關於推進

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

，鼓勵企業采用自動化、智能化的

裝備替代手工、半機械化以及純機

械化的裝備，力爭每年投入不少於

3000億元。

浙江發展機器人產業具備壹定的

基礎，相關研究機構在機器人研究方

面有很多成果。另外，浙江也有不少

機器人整機企業、部件企業和系統集

成企業，這些都為發展機器人產業提

供了基礎。

據了解，未來5年，在浙江省

“機器換人”現代化技改行動中，將

投資5000億元，全面完成本省3.6萬

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機器換人”的

現代化技術改造，同時投資3000億

元用於采購機器人高端裝備。制定實

施3000個“浙江制造”標準，新增

10萬臺工業機器人，建成300個產業

創新服務綜合體，建設壹批“無人工

廠”和“無人車間”，推動八大萬億

元產業、軍民融合產業、傳統產業高

質量發展，加快打造壹批世界級先進

制造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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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作為我國多層次

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場內金

融期貨市場起步 9年來總體運

行平穩、功能發揮良好。機構

投資者數量不斷增加，成為維

護金融期貨市場穩定發展的重

要力量。

12日舉行的“第壹屆復旦

大學金融學院· 中國金融期貨交

易所聯合研討會”上，中國金

融期貨交易所副總經理李海超

表示，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

穩步推進，投資者對金融風險

管理工具的潛在需求日益迫切

。2010年，滬深300股指期貨在

中金所成功上市，彌補了我國

金融期貨市場發展的空白。截

至目前，包括股指期貨和國債

期貨在內，金融期貨產品數量

已增加至6只，在健全我國金融

風險管理體系方面發揮著重要

作用。

9年來，我國金融期貨市場

運行安全平穩，各類投資者有

序參與，特別是機構投資者的

參與數量逐年增加。截至2018

年年末，機構投資者開戶數由

2010年年末的68戶增加至4萬戶，

當年機構投資者在滬深300、上

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市場的

持倉占比分別達到56%、51%、

72%，在國債期貨中的持倉占比達81%，成為維護市

場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股指期貨的上市為投資者提供了規範、透明、

高效的風險對沖手段，對穩定現貨市場起到了積極

作用。國債期貨的上市促進了國債壹級市場發行，

顯著提升了國債現貨市場的定價效率和流動性，同

時為投資者提供了重要的利率風險對沖工具。

在我國，金融期貨產品的上市令機構投資者得

以選擇更加多元化的交易策略，拓展了資產管理業

務發展空間，顯著提升了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

的能力。

李海超表示，未來中金所將以深化金融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提升服務資本市場改革

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努力建設壹

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金融期

貨市場。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金融經濟學學術訪

問教授魏尚進建議，在QFII、RQFII以及滬深港通等

機制日漸成熟的基礎上，可探索通過互聯互通機制

讓境外合格投資者參與境內金融衍生品交易。境外

機構投資者的進入，有望通過降低風險溢價、改變

無風險利率、帶來新的需求等三大途徑，對境內市

場資產價格產生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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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星期二 2019年6月18日 Tuesday, June 18, 2019



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
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蔡英文親美把戲被戳穿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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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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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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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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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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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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教你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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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19年6月18日 Tuesday, June 18, 2019

陳貴英攝影陳貴英攝影，，記者黃麗珊報導記者黃麗珊報導

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講座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講座
台客美食休城飄香台客美食休城飄香

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企劃經理林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企劃經理林
羿含羿含，，主講人邱聿涵主講人邱聿涵、、溫國智廚藝大師溫國智廚藝大師

介紹客家美食教作介紹客家美食教作。。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范泌文前會長范泌文前會長，，
詹煥彩前會長詹煥彩前會長，，鄉親們鄉親們，，唐興國夫婦等僑界人士唐興國夫婦等僑界人士
與有豐富教學實作經驗與有豐富教學實作經驗，，提供大家美食饗宴的主提供大家美食饗宴的主

講人溫國智講人溫國智、、邱聿涵廚藝大師歡聚一堂邱聿涵廚藝大師歡聚一堂。。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范泌文前會長夫婦范泌文前會長夫婦、、管光明前會長夫婦管光明前會長夫婦、、賴賴
江椿前會長夫婦江椿前會長夫婦，，王妍霞王妍霞、、林翠梅林翠梅、、楊朝詔楊朝詔，，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
長夫人黃惠榆長夫人黃惠榆、、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唐興國唐興國，，鄉親及僑界人士與鄉親及僑界人士與20192019海外客家海外客家

行動灶下講座主講人溫國智及邱聿涵兩位國際知名廚藝大師合影行動灶下講座主講人溫國智及邱聿涵兩位國際知名廚藝大師合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
人黃惠榆人黃惠榆，，王妍霞僑務促進委員王妍霞僑務促進委員，，管光明夫管光明夫
人人，，客家鄉親及僑界人士近百位出席客家鄉親及僑界人士近百位出席 「「20192019

海外客家行動灶下講座海外客家行動灶下講座」」。。

楊朝詔夫婦楊朝詔夫婦、、賴讚華夫婦賴讚華夫婦，，客家鄉親及僑界人客家鄉親及僑界人
士踴躍參加士踴躍參加66月月1515日休士頓客家會日休士頓客家會、、客家委員客家委員
會及僑務委員會聯合舉辦會及僑務委員會聯合舉辦 「「20192019海外客家行動海外客家行動

灶下講座灶下講座」」，，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賴江椿賴江椿、、鍾鍾
桂堂桂堂，，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
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右一右一）、）、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
（（右三右三），），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出出

席席 「「20192019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右二右二））
、、夫人陳淑華夫人陳淑華（（右一右一））感謝到海外感謝到海外
傳授客家菜邱聿涵傳授客家菜邱聿涵（（左一左一）、）、溫國溫國

智智（（左二左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此次報名參此次報名參
加學員相當踴躍加學員相當踴躍，，感謝海外鄉親不分族感謝海外鄉親不分族
群熱情參與此次美食和文化交流活動群熱情參與此次美食和文化交流活動，，
這次活動不只可以學習美食烹飪這次活動不只可以學習美食烹飪，，也透也透

過活動分享客家文化和故事過活動分享客家文化和故事。。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士致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士致

勉勵詞勉勵詞。。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婦（（左二左二、、左三左三））於於66
月月1515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時，，在在Campbell Learning CenterCampbell Learning Center歡歡
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
惠榆惠榆（（右二右二），），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左一左一），），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三右三））及僑界人士參加及僑界人士參加 「「20192019海海

外客家行動灶下講座外客家行動灶下講座」」。。

【【新聞發布會照片新聞發布會照片&&通稿通稿】】曼斯特國曼斯特國
際智能自助倉地產基金新聞發布會際智能自助倉地產基金新聞發布會

引領以PropTech為源動力的
商業地產發展趨勢

——曼斯特國際智能自助倉
地產基金隆重發布

2019年6月14日在美國休斯頓美南銀
行社區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曼斯特
國際 (Mainstay Global, LLC) 發布了基於
“自助倉” 物業類型的商業地產基金（下
簡稱：MG自助倉地產基金），來自美國
德克薩斯州各主要華人媒體和業內代表共
同出席了本次新聞發布會。

PropTech(房地產科技)是房地產行業當
下最熱的關鍵詞，也是房地產行業的必然
發展趨勢。PropTech是 Property（房地產
）和Technology（科技）的混合體，旨在
利用科學技術為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提供創
新優化的解決方案。最近幾年，各類商業
地產公司及產業鏈周邊服務商都日漸重視
地產科技的發展，期望通過創新科技的應
用塑造全新的企業競爭優勢。PropTech下
屬衍生的各類基於互聯網的技術（例如
Real Estate FinTech房地產金融技術等），
正在對這個古老而且相對發展緩慢的行業
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次發布的MG自助倉
地產基金項目將高科技技術、基於互聯網
和移動互聯網的經營模式與傳統倉儲服務
深度結合，並首先將這一創新理念推廣至
美國自助倉市場，引領了美國自助倉市場

的科技化發展趨勢。
針對目前高達380億美元，高度離散

（76%自助倉業主為私人）且科技化進程
相對滯後的自助倉市場，項目運營方進行
規模化收購，同時對收購的自助倉進行規
模化、全方位的升級改造 (硬件設施升級
，營銷升級, 運營升級), 升級改造後的
“智能自助倉” 因創新科技元素的融入，
實現了無人化管理，具有更高的資產價值
和更大的發展潛力。

“自助倉地產是商業地產下屬的一個
小眾類別，目前在華人群體裏知名度不高
，但它是一個非常有潛力，具備獨特之處
的商業地產物業類型。例如，它的抗風險
能力明顯高於住宅類地產和商業地產中的
其它物業類型，即使是在2008年經濟危
機期間，在其它類型房地產投資都為負收
益的情況下，自助倉物業竟然能奇跡般地
保持5%的正收益。再加上自助倉市場尚
未飽和、潛在客戶群體體量巨大，運營期
間現金流穩定，管理成本低，投資門檻不
高等優勢，尤其是自助倉行業本身較為落
後的科技化程度，是PropTech實施的絕佳
領域。因此我們發布的這款穩健且收益中
等偏上基金產品，不僅在整個美國房地產
投資領域中屬於優質投資項目，而且非常
的稀缺。”

—— Dandan Zou 女士，德克薩斯州
投資協會會長，曼斯特國際高級合夥人，
CEO

基金發行方曼斯特國際作為專註商業
地產投資的公司，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為
投資人甄選優質的商業地產投資項目，已
發布了九組針對酒店、寫字樓、度假村、
出租公寓的地產基金。公司本次發布的
MG自助倉地產基金已經是公司的第九組
基金的第二期，項目一期基金已於2018年
11月成功募集結束。

“已經融資結束的項目一期基金成功
收購改造和運營了10處自助倉物業，其中

一處已退出（已售）物業，因為高達65%
的內部收益率在業內傳為佳話，並被美國
各財經媒體爭相報道。項目一期基金2018
年底審計財報顯示，一期基金的各項表現
均超過預期，現金回報率為8.2%，內部收
益率為25%。”

—— Jared Mermis 先生，曼斯特國際
合夥人，首席數據分析專家

本基金項目的運營方為美國本土資歷
深厚的全美自助倉智能化開發改造的先行
者和領頭羊，具備豐富的商業地產開發和
運營管理經驗。2010年至今，項目運營方
已開發、收購、改造了總價值約1.75億美
元的出租公寓和自助倉項目。項目運營方
具不但具備豐富的工程建造經驗和一流的
物業管理團隊，而且斥資組建了基於“智
能自助倉無人化技術”的研發團隊，並擁
有已經商用的自主研發專利產品，運營方
是美國本土唯一一家可以提供從建造、收
購改造、科技化升級到自助倉運營、物業
管理、配套產品研發的產業一條龍服務的
公司，具備獨一無二的雄厚的綜合實力。

2019年5月20日，MG自助倉地產基
金二期已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北卡羅
萊納州羅利市同步召開了產品發布，截止
截稿日，已獲得超過500萬美元的認購，
資金到位超過400萬美元。可以預見，MG
自助倉地產基金二期在後續紐約、舊金山
、芝加哥、中國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召
開的系列發布會，將會引領一波波認購熱
潮。

關於曼斯特國際（Mainstay Global,
LLC）

曼斯特國際總部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
首府奧斯汀市，商業地產投資是公司的重
要業務之一。曼斯特國際擁有資深商業地
產專家，以及優質商業地產項目。15年間
成功在美國本土運營地產投資項目超過20
個，曼斯特國際所參與投資管理的地產項
目為投資者實現的平均年內部收益率超過
13%！
聯系我們：www.MainstayGlobal.com

Fund@MainstayGlobal.com
7000 N Mopac Expy, Suite 390,

Austin, TX 78731
曼斯特國際集團（Mainstay Global,

LLC），總部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首府奧
斯汀市，並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和深圳設
有分公司。集團聯合在其在歐洲和拉丁美
洲的戰略合作方，實現了業務覆蓋全球，
在跨境投資、移民、海外教育各個領域，
提供高端、高質量、金融服務及咨詢。

自集團2012年成立至今，每年為數億
美元資本流動提供戰略支持與服務，為美

國全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並在美國政界和商界積累了大量人脈資
源。

集團一直以來致力於甄選優質投資地
產項目，僅2018年一年，集團深度盡調了
27個項目，為近1.2億美元資產總值的投
資地產項目，提供了超過1300萬美元的融
資，其中80%來自中國投資人和機構。

集團多年來一直活躍於中美金融服務
，地產投資行業，鼎力支持和協辦了一系
列美國大型投資相關的活動，例如在美國
奧斯汀舉辦的“第八屆中美德克薩斯 商務
投資交流論壇”，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
“投資美國峰會” 和在洛杉磯舉辦的
“機會投資區博覽會”，以及即將在2019
年11月舉行的“2019德克薩斯創投峰會”
等，為中美資本建立的交流創造平臺，為
中美投資領域合作搭建橋梁。

公司地址：
美國總部 (U.S. Headquarters)
7000 N Mopac Expy, Suite 390, Austin, TX
78731
www.MainstayGlobal.com
Info@MainstayGlobal.com
+1 512 838 1913

中國總部
北京市朝陽區 CBD 尚都國際中心 A 座
1001-1010
www.MainstayGlobal.com.cn
(8610) 5629 1021

Dandan Zou 鄒丹丹
曼斯特國際集團 創始人，高級合夥人，
CEO
德克薩斯州投資協會 會長
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CCIM Can-
didate）
第十聯邦公司 董事會成員，首席資本官
（CCO）

鄒丹丹女士旅美二十余年，擁有深厚

的美國商業地產投資運作經驗以及世界
500強企業的高層決策和管理經驗。其創
立和領導的曼斯特國際集團，總部位於美
國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並在中國的
北京、上海和深圳設有分公司。公司業務
服務覆蓋全球，在跨境投資、移民、海外
教育各個領域，提供高端、高質量、金融
服務及咨詢。自公司成立至今，每年為數
億美元資本流動提供戰略支持與服務，為
美國全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
獻，並在美國政界和商界積累了大量人脈
資源。

鄒丹丹女士擁有國際投資咨詢，國際
商務管理，項目管理（認證，PMP）和房
地產投資的深厚經驗，並於2012年起擔任
德克薩斯投資協會（IITI, Invest in Texas
Initiative）主席，在她的領導和推動下，
協會已經在全球擁有價值70億美元的外國
和國內投資者網絡，促成價值5億美元的
投資，投資回報資產價值達15億美元。
鄒丹丹女士一直是美國德克薩斯州最活躍
的華裔領導人之一，她在多個華人組織擔
任理事職務，其中包括奧斯汀華商會副會
長，華商會國際投資委員會會長，奧斯汀
華人專業人士協會兩任會長和現任理事。

Jared Mermis
曼斯特國際集團 管理合夥，首席數據分析
師
德克薩斯州投資協會（IITI） 秘書長
美國投資協會成員(IIUSA)

Jared Mermis 先生擁有超過16年的地
產行業大型項目管理經驗。作為曼斯特國
際集團的執行董事，Jared Mermis 先生是
一位出色的團隊領導者，擁有豐富的項目
運營經驗以及良好的協調溝通技巧。
在加入曼斯特國際集團並且搬至奧斯汀之
前，Jared Mermis 先生在休斯敦工作生活
多年，並供職於德州著名地產業巨頭
Streetsman長達11年，同事作為多個大型
項目的負責人，為德克薩斯州留下了眾多
優秀的地產作品。

圖為發佈會現場圖為發佈會現場，，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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