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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D可視化圖可以幫助房地可視化圖可以幫助房地
產經紀人出售未完成的房產產經紀人出售未完成的房產

房地產經紀人和開發商在出
售未完工的房產時，需要多做一
些工作，原因很明顯，讓我們通過
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來理解這一
點。假設你走進一家商店想買幾
件衣服，但他們想賣給你一塊布，
而不是一件設計完整的裙子，他
們承諾以後會設計裙子，當然，你
不會買那塊布，然而，如果他們給
你看設計圖或照片，你可能會改
變主意，這只是件小事。

當涉及到大筆投資時，出售

一棟房子或在建的建築
，比出售一棟隨時可以
搬進去的住宅要困難得
多。過去，房地產經紀人
和開發商除了建築工地
上的照片和設計圖外，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客
戶看，但是，隨著技術的
進步，今天的情況有所
不同。現在，在 3D 可視

化服務的幫助下，你可以向你的
客戶展示建築完成後的實際樣子
，而不是顯示未完成的建築的圖
片，3D可視化圖可以在很多方面
讓房地產和開發商受益，包括如
下這些方面。

1、在施工前展示真實的設計
目前，開發商在未完成的房

地產項目中可以產生與未來項目
潛力相匹配的有吸引力的廣告內
容。隨著CGI的出現，人們可以很
容易地獲得三維效果圖，並進行

演練，為設計提供更深刻的見解。
當客戶清楚地知道他們在投資什
麼樣的房產時，預售房產的機會
就會增加。此外，它可以擴大目標
受眾，因為那些想要購買現成房
產的潛在客戶可以改變他們的想
法，一旦他們看到驚人的現實3D
渲染的即將建成的住宅時，他們
可能會考慮購買。

2、突出物業的優點
通過3D可視化服務，房地產

開發商可以強調建築的每一個細
節，這聽起來更有吸引力或有利
于客戶。例如，一個住宅綜合體的
3D圖片可以清楚地顯示出照明良
好的街道、超市、安全哨所、停車
場、幼兒園和學校，這些都是一個
舒適和安全的家庭所需要的部分
。同樣，公寓的3D視覺效果圖可
以突出室內設計的所有豪華和功
能優勢。從布局，房間的位置，燈
光設計到時尚的裝飾，一切都可

以用最新的CGI工具顯示。因此，
3D可視化服務可以查看和欣賞公
寓的每一個智能解決方案，如臥
室有一個大的步入式衣櫃。

3、讓買家建立情感聯繫
沒有什麼比專業的3D渲染

更能激起人們的情感了，3D可視
化藝術家不僅擅長于創建真實的
視覺效果，而且還擅長于如何處
理圖像，以及哪些細節可以讓它
更吸引人的注意力。例如，你還可
以看到一套公寓，讓房間看起來
像居住者剛離開時的樣子，這種
類型的效果有助于灌輸情感和感
覺舒適，讓人們可以預見到未來
舒適的家。

因此，雇傭3D可視化服務可
以幫助你對你的房產前景產生即
時的影響，畢竟，在未完成的房地
產項目中，這可以決定交易的成
敗。（（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200728_4分之1版_簡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AA22房地產現況2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20年7月27日       Monday, July 27, 2020

I/房地產專日/200722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眾所周知，千禧一代是被灌輸了“我們可以擁有一切”這
一信念的一代。作為最大的購房者群體，25- 40歲的年輕人
開始質疑他們目前昂貴的生活條件，並開始尋找一種既方便
又實惠的選擇。我們想要一個經濟的房子，擁有完美的魅力
空間，但更喜歡仍然在步行距離內的一個房子。就像一位朋
友最近說的：“我想魚與熊掌兼得。”她正在市中心附近找一
個能看到風景的普通房子。她補充道：“這個房子還要能負擔
得起的。”這個要求並不過分。

根據城市土地研究所(Urban Land Institute)和普華永道
(PwC)最近發布的報告《2020年房地產的新興趨勢》顯示，在
1980年至1995年出生的人當中，大多數人離開了城市，而不
是搬到了城市。隨著許多熱門城市的房價飛漲，千禧一代開
始步入老年，並逐漸擺脫了高要求的生活方式，他們似乎在
尋找一種簡單而又實惠的生活方式。

這場運動被稱為“希普斯圖比亞”(hipsturbia)，對于以
“隨心所欲”(have it your way)為口號長大的那一代人來說，
住房需求正在向國際化和鄉村生活的神奇結合轉變，這並不
奇怪。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地圖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希普斯
圖比亞”目的地，比如伊利諾伊州的埃文斯頓。實際上，千禧
一代可以在這裏得到享受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理想平衡狀態
，同時還可以為退休做儲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潮人天堂？

1、“潮人天堂”的興起原因
（1）可購性
沒有人能否認住在大城市很貴，即使沒有汽車，公共交

通費用加上昂貴的租金或抵押貸款也很容易占到一個人稅
後工資的50%或更多。面對堆積如山的學生貸款和每天兩杯
不含牛奶的拿鐵咖啡，我們很難擺脫債務問題，更不用說為
未來存錢了(我們的父母和導師經常提醒我們要為未來存錢)
。許多人選擇與他人分擔生活費用來減少生活開支，要麼是
一個室友、要麼是兩個合租者、要麼是合作夥伴(希望他能分
擔租金)、要麼是(airbnb式的)短期租戶。即使是追隨這一趨
勢(走出城市，走向郊區)的退休人員也傾向于合住，接受所謂
的安排。

根據對我的Instagram粉絲進行的一項非常非官方的
調查顯示，我的朋友們幾乎分成了兩派，49%的人優先考慮
負擔能力，51%的人願意接受昂貴價格。千禧一代似乎正在
尋找更多負擔得起的公寓和抵押貸款，但這並不以生活在購
物、餐飲、娛樂和工作場所附近為代價，我們也想要距離哪裏

都近一點的房子。
（2）交通和擁擠
由于有了當地的交通工具，城市生

活曾經讓人們不用開車出行，但在奧斯
汀、德克薩斯和丹佛這樣的城市，我經常
聽到人們說“你必須在這裏有車”，因為
基礎設施無法支持路上的車輛數量。在
擁堵的交通中坐上幾天，你就會想，你所
浪漫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否真的值得。
我的一位25歲的客戶最近在奧斯汀市
中心買了一棟房子，但她和我分享了搬
回她長大的伯伯斯的懷舊之情。“在成人
的壓力中，有一些東西讓人感到安慰，生
活似乎比在大城市裏要慢一些，也更友
好一些，”茱莉亞承認，我也完全同意。

在城市的擁擠、廣告、信息的泛濫、不斷的社交邀請和我
敢說的“義務”之間，我發現自己渴望在一個小城鎮過一種更
簡單的生活。我有幸住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它可以說是
這個國家最酷的城市之一，但只要快速瀏覽一下我的網絡瀏
覽歷史，就會發現我在找“美國最好的小城市”或“美國時尚
小鎮”的定期調查，我在尋找我旅途中的下一站。由于目前許
多比較受歡迎的“希普斯圖比亞”模式的地方都位于大型社
區附近，如紐約市或奧斯汀，它們提供了兩個世界的最佳選
擇。那些搬到那裏的人可以享受更安靜、更簡單的生活，但當
他們熟悉和喜愛的城市召喚他們時，他們仍然可以在市中心
度過一個夜晚。

（3）工作
推動大多數經濟發展的是千禧一代的工作模式和機會，

由于大多數人可以遠程工作，我們不需要固定的辦公室或任
何特定的地理位置。另一位朋友最近告訴我，他更喜歡郊區，
這不僅是因為那裏有較低的生活成本和較少的交通，還因為
他在休斯頓郊區的家實際上離他工作的地方更近。公司似乎
也在遵循同樣的趨勢，在更多的郊區建立校園，提供有才能
的工作，讓員工可以享受更短的通勤時間和更大的房子，而
且價格更低。

（4）養育下一代
在前述的Instagram調查中，一個更令人驚訝的結果是

，有一半的回應者如此激烈地宣稱要“永遠的城市生活”，然
後承認生孩子可能會影響他們想要生活的地方。和上一代一
樣，千禧一代也認為，郊區為孩子們提供了更多的空間，讓他
們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讓他們有機會進入更好的學校
，讓他們所在的社區能保護他們的童年。要有孩子，從本質上
來說，需要額外的臥室和面積，而這些要求在城市範圍內是
非常昂貴的。事實證明，一個人住在城市裏是很昂貴的，在那
裏養三個孩子就太貴了。

2、所有這些對投資者意味著什麼
就像任何精明的投資者一樣，你會關注那些購買力最強

的群體，無論他們去哪裏，都會有住房需求，包括租房和買房
。雖然很多千禧一代都在買房，但也有一些人已經習慣了這

種“租而不擁有”的心態，他們會選擇繼續在郊區租房，這意
味著投資者和炒房者都有機會從這些新興趨勢中獲利。在我
看來，機會是很多的，雖然城市市場持續提供豐厚的回報，但
我經常聽到投資者抱怨說，他們買不起自己居住的房產，就
像那些從大城市搬出來的人所面臨的困境一樣，但你有沒有
放眼城市之外呢？

3、需要考慮郊區的投資潛力
和其他郊區一樣，“希普斯圖比亞”的環境也藥以大城市

為中心，像紐約、舊金山和芝加哥這樣的地方，那裏的房地產
價格過高，很多投資者都買不起，而郊區則有更便宜的房產。
我們見證了紐約布魯克林和加州奧克蘭的發展，類似的社區
在其他主要城市之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埃文斯頓，例如，
居民們可以享受市中心的購物氛圍，可以在屋頂酒吧啜飲一
杯雞尾酒，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芝加哥，還可以負擔
一套面積超過400平方英尺的單間公寓。

主要的大都市市場確實已經飽和，不過，如果45分鐘車
程外就能看到一個安全、安靜的社區，反映出千禧一代在城
市中最喜歡的地方，而且價格實惠，那你會不會對這些數據
感到有點好奇呢？這些小城市提供了大城市房價的折扣，如
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除了租金帶來的正現金流，投資者很
可能還會看到有價值的升值。由于供求關係，大都市的發展
往往會對周邊城鎮產生連鎖反應，增加市中心以外數十英里
範圍內住宅和社區的價值。

對于投資者來說，專注于instagram忙碌的千禧一代想
要把他們的錢花在一個值得的房產上，並稱之為他們自己的
家。通過仔細觀察你所在城市的趨勢和人口統計，你可以做
出正確選擇，這將導致銷售價格大幅上漲，甚至不會對你的
建設預算產生巨大影響。最終，一切都歸結于位置選擇，如果
你的目標客戶是千禧一代的房地產投資者，那麼你應該考慮
分析一下那些提供郊區天堂、離當地商店和餐館很近(最好
走路就能到)的房子。

與任何投資一樣，要研究當地市場的趨勢，你需要仔細
分析數據。但可以肯定地說，隨著千禧一代搬回家，這一次不
在他們父母的大本營，這種趨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千禧一代的移民以及這對房地產千禧一代的移民以及這對房地產
投資者意味著什麼投資者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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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相當數量的嬰兒潮一代交談過，他
們正準備退休，我常常感到驚訝的是，在這
些人當中，包括一些非常富有的人，竟然不
知道自己是否存了足夠的錢，以便在退休後
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當他們開始計算時，
你可以從他們的聲音中聽到他們的焦慮：

“如果我們活到85歲，每年賺8%，每年提款
率為4%，我們應該在臨死前幾個小時把錢
花光。”我問一位這樣的退休人員說：“好吧，
但如果你能活到100歲，你還有什麼後備計
劃呢？”他回答說：“搬去和孩子們一起住。”

這是一個讓人會感到壓力和沮喪的退
休計劃，黃金歲月應該花在享受孫輩相處時
光、業餘愛好、旅行和開始新的冒險這些事
情上，而不是沉迷于退休後的計算，並暗自
希望你在最後一張支票反彈之前平安度過。

1、你不是沃倫•巴菲特，不會
那麼幸運

許多嬰兒潮出生的人進入退休後，會像
老鷹一樣盯著股市，在九霄雲外漫步，在牛

市中度過無數個假期，然後在熊市中恐慌和
剪優惠券。此外，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許多
退休人員會變得焦躁不安，並開始基于短期
波動進行交易，我們都被愚弄了，以為做點
功課和深思熟慮的行動就能帶來更高的股
市回報。

2、為什麼直接投資房地產是
退休計劃的理想選擇

研究顯示，一般投資者最好是購買並持
有S&P500指數的ETF，當然，沒有人會承認
自己是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投資者，
所以他們會聽取熱門的炒股建議，利用動量
股，過于頻繁地交易，用交易成本侵蝕回報。
這些投資者是他們自己最大的敵人，他們通
過努力工作和行動賺錢，所以很難接受他們
不能擠出市場的事實，但退休儲蓄難道不太
寶貴，不足以暴露在投資者的動物精神和過
度自信之下嗎？一定不是這樣的，原因如下。

（1）在房地產投資中，買入並持有策略更
容易執行

你不會被房地產資
產的實時價格狂轟濫炸
，吉 姆 • 克 萊 默 (Jim
Cramer)和其他電視專
家也不會對著你的耳朵
大喊：“一周賣出，一周
賣出，一周買進，一周買
進，一周買進。”此外，房
地產交易進展極其緩慢
，你不能在絕望的時刻，
或者在你的朋友告訴你
天要塌下來了，他要把
他所有的投資組合都轉
移到比特幣上之後，簡
單地打電話給你的經紀

人，讓他賣掉你所有的房地產。
（2）巨大的稅收優惠
你可以通過401K或標準個人退休賬戶

(IRA)來為退休儲蓄提供庇護，但當你開始取
款時，你必須向稅務人員繳納稅款。有了房
地產，你可以利用折舊(賬面損失)和抵押貸
款利息扣除，這可能會導致免稅現金流，直
到資產完全折舊和抵押貸款還清。在這種情
況下，投資者可以出售房產，並通過1031交
易所“交易”到另一處房產，然後重新開始這
個循環。據我所知，30多年來，房地產投資者
從未寄給山姆大叔一張支票。

（3）房地產提供通脹保護
你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債券/股票投資組

合，可以滿足你的收入需求，但由于通貨膨
脹，你很可能會損失實際價值。這與房地產
投資關係不大，因為用“更便宜”的美元提高
租金和償還固定利息債務的能力，可以對沖
投資者面臨的通脹風險。

（4）通過有效管理影響投資結果的能力
儘管你盡了最大的努力，你還是無法影

響你的全部投資。
（5）直接持有房地產通常比股票(股息)

或債券(利息支付)提供更高的現金流收益率
這顯然取決于在正確的市場上購買正

確的房產。然而，在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非流動性溢價、管理因素以及利用大量杠杆
來增加債務的能力，都轉化為相對于大多數
散戶投資者的股票和債券投資組合的更高
回報。另外，我當然不認為股票/債券市場是
完全“有效”的，但房地產定價的透明度較低
，而且與股票市場相比，它為精明的投資者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不對稱優勢。

最後一點是，在為退休提供資金方面，
房地產在眾多投資選擇中真正脫穎而出。稅
後產生兩位數現金流回報的能力，使房地產
投資組合的持有者(不會過度舉債)能夠無限
期地依靠現金流生活。你不用擔心提現率的
計算，你不用擔心通貨膨脹，你只需支付很
少的稅，你的租戶支付你的抵押貸款，你正
在放緩增值(如果你決定出售而不是把你的
投資組合送給你的孩子)。當然，那些積累了
2000萬美元現金的個人，只要把錢投入固定
收益投資，就能在不損失本金的情況下過著
舒適的生活，然而，我們大多數人都需要更
高的回報才能安心退休。

或許，用房地產為退休提供資金的最大
弊端是積極管理的成分，這可能對你有吸引
力，也可能對你沒有吸引力。然而，許多投資
者享受著半退休的兼職工作，這些工作涉及
管理一個房地產投資組合(假設有一個優秀
的團隊)。純粹被動的投資者可以通過與房地
產保薦人一起投資來進一步擺脫困境，後者
負責直接持有的房地產的日常管理。被動投
資者也可以花錢聘請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
來管理他們的物業經理，並重新投資。

我認為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裏，股票和債
券將是主要的退休投資方案，因此，他們應
該是每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的組成部分。然
而，與其擔心你的錢是否能維持到你退休後
那麼長時間，你還不如考慮積累一個適當杠
杆化、現金流動的資產組合，這些資產能夠
產生足夠的現金流，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無
限期的資金。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退休後投資房地產更好退休後投資房地產更好

6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了一段深度调查视频，披露全国扫

黑办挂牌督办的安徽“刘氏兄弟”案背

后的内幕，很多画面系首次公开曝光。

据悉，刘氏兄弟曾是抗震英雄、

“中国好人”、全国劳模等，却堕落为

把持基层党组织14年的黑恶分子，还

拉拢腐蚀了94名公职人员，他们有句

名言：“只要你来我这吃过饭，我就能

给你变成我的人。”

刘兆本，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天河

社区新城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人们习惯叫他“二老板”，把他们兄弟

四人叫做“刘氏四兄弟”。兄弟四人共

同组织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非

法采矿、非法占地、强迫交易、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等方

式，横行乡里，把持基层党组织14年

，为群众所深恶痛绝。

“刘兆本担任总支书记和村委主任

14年，我没投过票，他是怎么选上的？

”当地村民在视频中质疑。

在修建刘氏宗祠的过程中，刘氏兄

弟强行要求村民把碍事的祖坟迁走，同

意的给点赔偿，不同意的就强占，最终

迫使村民迁走山上的坟茔一百多座，引

起当地民众不满，“新城口的山是国家

的，为什么他能干？”

甚至对需要办理低保的民众，刘兆

本也不放过，“你不着急他不给你办，

你要着急，还找你要1000块钱。我要有

钱我就不吃这个低保了。”

刘氏兄弟为什么可以横行乡里14年

之久？监督都去哪里了？深度调查称，

主要是人民监督、同级监督、上级监督

的缺失。

一是人民监督缺失，村民不敢举报

刘氏兄弟。当地公安办案人员表示，大

家对他敢怒不敢言，迫于他有钱有势，

纠结黑社会组织打架闹事。

二是同级监督缺位，村里许多支委

、党员干部都在刘氏兄弟企业工作，具

有双重身份。此外跟刘兆本沾亲带故的

优先入党，对他言听计从的选入村两委

班子。“党员、支委的身份成了他奖赏

、拉拢手下人的奖品”。涉案的31名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当中有15名党

员，都是该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或者是骨

干成员。

三是上级监督缺位，作为刘兆本的

上级领导，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党工委原

书记殷召才与“刘氏四兄弟”长期沆瀣

一气、狼狈为奸。刘兆本从 2006年至

2016年，分18次送给殷16.3万元，刘兆

水等其他兄弟也因工程照顾等送给殷召

才41.9万元。拿了钱的殷召才已经成为

刘兆本四兄弟最直接的“保护伞”。

拿下殷召才后，刘氏四兄弟先后向8

名管委会党工委委员送钱，整个党工委班

子逐渐沦为刘兆本的“提线木偶”。

调查视频中，当地办案人员介绍了

刘氏兄弟宴请招待的场所。五层的禹兴

大楼，一层宴请招待的地点摆放着众多

高档红木家具。据办案人员介绍，其中

一个木制屏风被评估价值高达两千多万

。还有一些放酒的地方，画面中高档白

酒堆满的房间有两三间，主要宴请生意

伙伴还有政府官员所用。

刘氏兄弟还有一套气派的四合院，

专门用来宴请较高规格的官员和朋友，

里面分布有中、西餐厅，喝茶室，休息

的宾馆，中间还有游泳池，一应俱全。

办案人员介绍，刘兆本兄弟几人拉

拢腐蚀干部很有一套，专门设立了“公

关资金池”，据他所讲，“只要你来我

这吃过饭，我就能给你变成我的人”。

刘氏四兄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

生态。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有94

名相关公职人员被查处，包括副厅级干

部1人，处级19人，乡科级45人，其保

护伞涉及公安（30人）、国土（18人）

、林业（6人）、安监（5人）、环保

、交通、水利等部门。

其中的副厅级干部为原蚌埠市委政

法委原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巫希平。

早在2017年，他就因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为他人非法谋取利益，被判处有期徒

刑5年6个月。在他收受贿赂的名单里

，可不止有刘氏兄弟。

首犯刘兆水刚被关押时，态度十分

嚣张：“我是省人大代表，抗震英雄，

我是合法商人，我没有硬伤，顶多有点

小问题，至多三年，你们很快就要把我

放了，将来我给点公司股份给你们”。

之所以自称“抗震英雄”，是因为

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刘氏四兄弟曾自

带两台特种挖掘机赴川千里救灾。因此

，他们还获得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

“中国好人”。

6月28日上午，在全国扫黑办举行

的挂牌督办案件第2次新闻发布会上，

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姚玉舟介绍，蚌埠市

“刘氏兄弟”涉黑案系中央纪委、全国

扫黑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挂牌

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

姚玉舟指出，“刘氏兄弟”曾是汶

川抗震英雄、全国劳模、中国好人，省

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光环”加身

，身份特殊。蚌埠市委敢于亮剑，刀刃

向内，确保了案件“捕得了、诉得出”

。

2018年1月23日，安徽省对刘氏兄

弟开展集中抓捕，打响了全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第一枪”。

2019年 12月 16日，蚌埠市中级法

院终审判决，认定刘氏兄弟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采矿罪、非

法储存爆炸物罪、聚众斗殴罪、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罪等，分别被判处二十五年

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

任陈一新在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

案件中，已办结23起，尚在审判阶段

41起、审查起诉阶段22起、侦查阶段

25起；抓捕犯罪嫌疑人8671人，46名

目标逃犯已抓捕归案18名；查封、扣

押、冻结涉案资产1088亿余元，立案查

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3341人。

涉黑“刘氏兄弟”荣誉榜

中国好人、全
国劳模、抗震
英雄、省人大
代表…

6月29日，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段深度

调查视频，披露全国扫黑办

挂牌督办的安徽“刘氏兄弟

”案背后的内幕，很多画面

系首次公开曝光。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星期一       2020年7月27日       Monday, July 27, 2020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近年來赴美置業的華人也不在少數。但很多人想當然的
以為“產權不就是房屋使用權嗎？中國就是房產證登記確認
好就差不多，美國不也一樣？”

律法的差異與疏忽，導致了不少朋友在買房時，沒有做
萬全的功課，為後續的財產權益埋下了隱患，導致市場上的
房產財產糾紛層出不迭。對于希望前往美國投資置業的朋友
來說，一定要在購置房產前，清楚瞭解相關購房政策及程序
瞭解相關購房政策及程序，尋找專業的房產機構進行諮詢，
並考慮購買產權保險。

什麼是產權保險?
產權保險是一種保護措施，可以保證房產的權利和權益

與預期的相一致，確保所有權順利轉讓，哪怕之後產生糾紛，
也可以通過未來的房產索賠，得到自身權益的保障。

為什麼要買產權保險
也可能有朋友說，買房前弄清楚了產權，消除了風險，為

什麼還要花“冤枉錢”去買一份保險呢？因為一棟房子的產權
往往相當複雜，可能存在著我們看不見的“隱性風險”。

有時候，由于土地世代相傳，因此，對某一具體房產產生
權利和主張的可能不止一個人，當前業主的權利（通常包括
家人和繼承者）可能變得模糊不清。另外，其它方(比如政府
機構、公共事業單位、貸方或私人承包商等)，也可能對此房
產擁有一定的“權利”。

但公共記錄中可能沒有顯示這類相關事由、權利或所有
權，哪怕通過搜索或查戶這類公共記錄也難以發現。因此，在
買房這件重大事務上，很少有所謂的“萬無一失”，多一份保
障，彌補可能遺漏的疏漏，不失為一個上全之策。

當然，不僅限于業主，地塊劃分商、商業產地投資者、建
築商都需要產權保險來確保自己能夠“放心地投資”。

另外，通過貸款買房的朋友，購買產權保險，將確保你對
抵押的房產擁有有效且具有約束力的留置權(貸款或信托契
約)，因此還可以起到鼓勵貸方（如銀行、儲蓄機構、貸款機構
、商業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等）提供貸款的作用。

產權保險的分類
產權保險可分為“業主保單”與“貸款人保單”。顧名思

義，前者為全額支付房款的購房者提供保障；後者則在整個

貸款期限內為貸款機構提供的保障。如果同時購買，兩個險
種的總費用會有很大折扣。不像車險、人壽保險、居家保險之
類的，需要分階段持續性收費，產權保險僅需交付一次保費，
就保障了你擁有房產的整個期間的權益。

產權保險怎麼保護你的產權
每一份保單相當于一份“賠付”合同，當你買了產權保險

，就意味著保險公司同意在保單期限內，對保單條款下涵蓋
的缺陷負責，包括依法進行產權辯護、賠付實際經濟損失等。

如有人對業主或貸方提出索賠，產權保險公司會通過以
下方式保護投保人：

• 如有必要，出庭進行產權辯護，不會給業主/貸方帶
來任何費用；

• 如事實證明處理該案件有效，產權保險公司會承擔
處理該案件的費用，以保護你的產權並維護財產的所有權。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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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置業需做足功課在美置業需做足功課
購買產權保險的重要意義購買產權保險的重要意義

如今，物業管理公司，實際上幾乎所有人都在twitter上
談論社交媒體，社交媒體作為你整體商業計劃的一部分並沒
有錯，事實上，如果管理得當，社交媒體可以帶來很多好處。
但是，在商業世界中，有一些關于社交媒體的巨大誤解，它們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營銷公司的啟發，這些公司想讓你相信
，社交媒體是他們發展中做過的最好的事情。

1、社交媒體是做什麼的
問一個營銷公司社交媒體是幹什麼的，他們會告訴你這

是二十多歲年輕人的營銷平臺，他們會告訴你，這就是你所
需要的，你需要在社交媒體上露面，活躍起來，你想要什麼就
會有什麼。其實，他們錯了，社交媒體不是一種增長策略，不
管你的社交媒體表現有多好，如果你把90%的營銷資金放在
社交媒體上，你將一無所獲，對于社交媒體，一個更恰當的類
比是：它是一個電視臺。你可以從網絡上購買你想要的所有
電視時間，如果你在你購買的所有時間裏沒有一些真正的殺
手級素材，你將得到的只是一個浪費的營銷預算。

2、填滿你的時間
顯然，在電視臺，你想用什麼來填補你的廣播時間，也許

是一個商業廣告。社交媒體對廣告的反應不是很好，除非它
們本身非常棒，比如本田的Cog廣告或Dollar Shave Club的
視頻。但你不僅不能被期望去生產那樣的東西，你也不想要，
你不是在吸引普通人和他們對汽車和乾淨剃須的渴望，你是
一個私人的、本地的、嚴肅的企業，在尋找一群特定的客戶，
你並不真的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贊”或“+1”，只要你在以下幾
個人面前得到你的信息就可以了。

• 有房產
• 在你的領域中

• 要麼還沒有物業經理，要麼對現有的物業經理不滿
意

這並不是一個廣泛的目標受眾，正因為如此，社交媒體
並不是房地產經理的好工具，它本身並不是一個壞工具，但
它不會像它適合Dollar Shave Club那樣適合您的需求。對于
一家PM公司來說，社交媒體網絡的正確重點是品牌建設，也
就是說，您可以並且應該在每一個主要的社交媒體平臺(至
少是Facebook、穀歌+、Twitter和Pinterest)上為您的企業建
立一個專業的、有組織的、準確代表的站點。人們應該能夠穀
歌你的名字，看到你的網站像一個受人尊敬的組織。不過，這
其中的一部分意味著，你要把“播放時間”用在專業的、與當
地相關的、與業務相關的內容上。

3、內容
很多人堅信他們的業務沒有任何吸引人的內容的潛力，

他們認為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沒什麼有趣和酷的東西(工業傳
送帶清潔工、火災損壞修復、雨水槽、物業管理、馬略卡島，凡
是你能想到的)，他們都是這樣想的。沒有什麼行業是令人不
感興趣的，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客戶，每個客戶在訪問公司的
社交媒體頁面時都在尋找一些東西。最常見的情況是，他們
在尋找證據，證明你的企業知道自己的東西，並足夠認真地
對待自己，並且很專業，如果你不那麼認真，你會很難共事。

如果你的業務是工業傳送帶清潔服務，你的客戶正在尋
找有趣的證據，證明你知道你的傳送帶清潔服務很好。如果
你是一名物業經理，那麼你的目標就是把那些顯示你管理物
業的內容鏈接起來，並在足夠長的時間裏以專業的方式來理
解其中的複雜之處。一旦你意識到這一事實，你的“廣播時間
”的整個目的就會變得非常清楚，你沒有試圖用你的病毒視
頻來打動每個人。

比如，你想給那三個傢伙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剛剛在
一起買了他們的第一套房子，卻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你
試圖讓那些傢伙明白，把他們的房產交給你是他們一天以來
最好的主意，而Facebook上的其他人都是不需要的。所以，
你要給自己準備一些甜蜜的、與行業相關的內容，表明你緊
跟最新趨勢，有能力應對。你可以寫一些你自己的瘋狂故事，
關于最不尋常的租客和你曾經遇到的情況，如果需要的話，
請一個編輯把它們變成博客或者文章。創建內容的方法幾乎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客戶，當他們看到你的內容時，會明白
你有足夠的能力來創建它們。

4、本地化
把內容放在首位是你的成長戰略，使用社交媒體來增加

媒體曝光率只是放大了你增長戰略的力量，但即使這樣也不
應該是你成長過程的終點。雇傭一家公司來對內容(以及你
的社交媒體頁面本身)進行本地搜索引擎優化和本地互聯網
營銷，你就能把它提升到11個級別。如果你不進行本地化處
理，你就是在浪費大量的精力，向那些不在你的領域、不能利
用你服務的人展示你的內容。通過將你的努力集中在與你的
努力最相關的人身上，你將通過最小化無用的暴露來最大化
你的營銷ROI。

社交媒體是很棒的東西，它可以為任何企業做令人驚奇
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試圖以一種不適合物業管理公司的方式
來使用它，你將不會得到物業管理公司需要的結果。你需要
專注于表現自己有能力、有經驗、專業，不要擔心一些營銷人
員告訴你的“參與”或“曝光”，把那些東西留給其他人吧。社
交媒體是如何影響你的生意的？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社交媒體不是房地產投資者的增長策略社交媒體不是房地產投資者的增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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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這幾年，由于國內中產階級崛起、國內
限購政策實施、美元升值等因素，更多的人
選擇到美國投資房產進行資產配置。

數據調查顯示，中國買家最感興趣的前
十城市依次排名為：洛杉磯、舊金山、紐約、
奧斯汀、奧蘭多、波士頓、休斯頓、芝加哥、拉
斯維加斯、達拉斯和孟菲斯。

大家選擇美國房產其實就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剛需、一類是投資。

剛需就是有居住需求，要麼是工作、移
民需求自己住，要麼是為了孩子的學區房所
買的。

PS:其實國內的學區概念是模仿美國，最
早起源于麻省的波士頓，為了保障各個地區
孩子能就近入學。

投資房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的房
產投資有產權的、一類是無產權的投資。

傳統的房產投資跟國內的一樣，以收租
為主，過一定期限覺得有必要了就轉手賣掉
，這樣既能有租金收入、又能獲得資本利得，
再加上美元兌人民幣的升值，年回報率能達
到8%左右。

這類投資很直接就是所有的收入都能
自己拿到，但是風險在于要自己尋找租客，
房子出現任何問題需要幫租客解決（如果你
本人不在美國是多麼麻煩）。

所以出租房托管給正規經紀人絕對是
省心省力的不二選擇。

還有一個風險是如果房地產市場不好，
房價沒有漲，這個虧損要自己承擔。

另一類投資房是沒有房產權而只有股
權的投資，也就是你買的不是具體哪個戶型

，而是和其他人合夥給一家公司幫你去購買
個小區的一套或者幾套甚至整棟樓，然後進
行管理出租。

這麼一來你不要有任何費心的事情，而
這家管理公司會按照約定給你利息或者分
紅，等到項目賣掉後也會按出資比例分給你
利潤。這一類最大的缺點是你自己沒辦法控
制收入，收多少，什麼時候賣都沒有控制權。

1. 為什麼華人這麼偏愛美國
房產呢？

眾所周知，美國產權是永久性的，所以，
許多剛到美國的中國買家都會有“在美國買
房就要住一輩子，甚至要代代相傳”的觀念。

其實這與美國的實際情況不太相符。根
據歷年平均統計，美國人大約7年左右就會
換一次房屋。

換房的原因多種多樣，比如工作地點改
變。子女外出讀書，家庭人口變化，或者退休
後把城區市中心換到偏遠安靜的郊區等。

此外，美國換房頻繁的原因還在于沒有
戶口的限制，同時城市鄉村差距小，住在哪
裏都很方便。

那麼投資房產的主要收益體現在哪裏
呢？事實上，在美國投資房產的收益體現在
較高的租金回報率和房產的升值空間。

因此，投資房產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
一個是租金回報率；一個是升值的潛力空間
。

2.美國的房子出租不難

在美國房子出租並不難。以洛杉
磯為例，這裏經濟繁華就業機會多、留
學生諸多又是旅游城市，需要大量出
租房。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
題，其實是過慮了，沒有房子是租不出
去的。房子能否出租取決于業主希望
的租金是否符合租賃市場的價格，關
鍵在于開價是否符合市場。

通常，房屋越貴的地方其租金回
報率是比較低的。比如東南兩岸的紐
約，舊金山，洛杉磯等都是房價比較高
的區域，由于這些地區房價常常攀升，
而對應的租金上漲水平跟不上房價上
漲的幅度，因而其租金回報率相對比
較低。

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地方房屋升
值的空間比其他租金回報率高的地方
要大，因為想要購買此類房屋的人數
較多，而買入的數量越多其房價就越
高，這就是供需平衡。

所以在投資時，並不是購買低價格高回
報的房屋就是最好，而是要綜合多方面考量
。

3.經紀公司很關鍵
美國是一個資訊透明的地方，在看好一

處房產後，一個好的經紀人會幫助客人做房
屋的價格評估，估算這個房子在最近的市場
交易中的價值。

如果賣主的要價高了，經紀人就要幫助
買家殺價。如果要價低于市價，經紀人就要
幫買主趕快搶下。

有的時候有多位買主都看上同一個住
宅，為了得到住宅，可能要出比要價高的價
格才能行。

因此，並不是每一個房屋都要殺價, 而
是要看要價的高低。重點是，買家要能正確
評估房屋的價值，這需要一位好的經紀人協
助。

美國房地產市場之所以繁榮活躍，其主
要原因除房地產業完全實行市場機制運行
和具有完善的房地產法律制度外，還有就是
美國政府重視房地產經紀人行業的發展。在
美國，二手房銷售占整個房地產銷售的85%
，但不管買賣新房或二手房，開發商基本不
直接出馬，房地產經紀人發揮著非常重要的
作用。經紀人全過程處理，省下的是買賣雙
方對交易過程合法性的擔憂。

作為買家，找到值得信賴，並與之能合
作愉快的經紀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個好的經紀人可以幫助您實現投資

的高收益，往往是事半功倍
的效果。比方說，經紀公司可
以從 MLS 得到各種準確的
數據。買家要買房的時候,要
求經紀人做房屋估價外，不
妨也要求做一個租價評估；
這對于專業的經紀人來說沒

有問題。

4.外國人辦理房貸有差異
貸款投資，以房養房，是比較划算的

房產投資方法，海外買家可以在美國貸款購
房，目前很尋常也很容易。但是，不是每一家
銀行可貸款給海外買家。

外國人貸款與美國人貸款之間是存有
差異的：

美國人貸款條件：信用、收入、工作是否
穩定；外國人貸款條件：需有較多自備款，通
常要求40%-50%左右。一般大約能貸到5-6
成。

由于每一個銀行的貸款利率不同，對申
請人的條件要求也不同。通常如果銀行利率
較高，則手續簡單要求低；

有的銀行利率低，但是要求條件多，並
不是每個人都能符合。建議申請貸款之前多
家諮詢，多比較，選擇適合自己，對自己最有
利的一家。

5.瞭解美國文化很重要
在美國買房，不要為了砍價而挑毛病，

許多買家為了砍價而故意雞蛋裏挑骨頭。
這個做法是有別于美國文化。在美國習

慣中，因為喜歡這個房屋而出價。
選擇出價的原因，必定是已與其他房屋

比較後，覺得它是其中最符合條件或者是性
價比最高的。

每個房屋都不是完美的。挑毛病只會讓
賣家反感，適得其反。賣家有可能會直接不
考慮買家的出價而選擇別人。在另一方面，
通常稱贊賣家的房子是博得賣主青睞的方
法。

在美國，房子買賣與家具買賣是分開的
，這是當地的習慣。通常買賣房屋的時候，房
價包含了不可移動的裝飾。比如固定在房屋
的吊燈，地角邊飾，嵌入式的櫃子等等不可
移動的配件。

而可以移動的配件都是屬於個人的物
品, 比如沙發、桌椅等家具，不包含在屋價內
。

另外，院子裏的盆栽可以移動，便不含
在房價內，院子裏的樹是種在地上不可以移
動的就包含在房價內。

賣家賣了房子，不一定願意賣他的家具
。如果說屋內有自己喜歡的家具或裝飾，買
家可以提出購買建議。

據統計，中國買家連續四年，蟬聯外國
買家在美購置房產交易額第一名，從之前一
年的273億美元躍升至317億美元。

為什麼華人這麼偏愛美國房產呢？並不
是因為我們瘋狂的購買欲和跟風心態趨勢，
而是因為美國地產真的有良好的投資前景。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紐約置業信息平台紐約置業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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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熱衷于購買美國房產華人熱衷于購買美國房產
因其有良好的投資前景因其有良好的投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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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纬

“邮票绿地”真惬意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与红谷中大道
交叉口东北角，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三五成群
的市民或在凉亭休憩闲聊，或在健身步道放松身
心，或在羽毛球场挥汗如雨，健身广场、休闲广
场不时传来阵阵歌声、欢笑声。

而就在2个多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
公园入口矗立一座景石，上书“瑞园”二

字。“之所以起名‘瑞园’，是因为旁边就是普
瑞花园小区，和其中‘瑞’字契合，取‘祥
瑞’之意。”红谷滩区城环局绿化科科长陶俊平
向记者介绍，居民来游玩时也会产生一种归属感。

瑞园建成，广受欢迎。“家门口有这么一个
散步赏景的好地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品，日
子也越过越有味！”附近的居民纷纷点赞。

“起初，我们对附近小区的居民开展问卷
调查，主要看看大家心目中的休闲绿地应该是
什么样。”陶俊平说，“大家兴致很高，各抒己
见，气氛活跃。”

工程施工有一定噪音，但在公园建设过程
中，并没有居民投诉。不仅如此，有居民每天路
过时还会询问进展，“很多居民当起了监督员。
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让我们很感动！”

当时调查收集的诉求，有许多如今已变为现
实。

园内保留了大部分原有骨干树种，充分挖掘
林下空间。增设了道路、健身器材、公厕等配套
设施，还种植了八月桂、香泡、含笑球等芳香植
物。

走进智慧书屋，人们只需扫码注册，便可尽
情享受在林间阅读的乐趣。

下雨积水怎么办？设计者将海绵城市理念融
入其中，采用架空木栈道和铺设透水混凝土的方
法，让雨水下渗至路基碎石层或绿地内，通过覆
土盲管渗透到植草导水沟，最终汇入花园或市政
雨水管网。

在此漫步，能时刻感受到精神文化的力量。
“我们突出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每个公园都有一
种精神表达。比如，瑞园展示的就是井冈山精
神。”可不！形态各异的景观小品向市民传递着
红色精神，其中一组刻着井冈山精神内涵的山状
景石尤为引人注目。

近年来，南昌市在街头闲置空地、斑秃区、

废弃地、边角地、老旧社区等地见缝插绿，本着
“应建尽建、应绿尽绿”原则，建成200多个类
似瑞园的小公园。

“我们称这种小公园叫‘邮票绿地’！目的就
是让市民出门见绿，切实满足市民就近游园的需
求。”南昌市城管局绿化监管处处长方有良说。

邮票绿地面积小，建起来是不是省事？方有
良表示，面积虽小，但也会对绿地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全过程进行监管，以确保市民游园安
全、便捷、舒适。比如，对设计方案进行听证，
对植物配选、质量和地面覆盖物标准等提出要
求，在建设完成后会有严格的验收程序，并加强
后期日常养护管理。

让文化在园中传承

7月的北京，烈日炎炎。西城区大栅栏西南
角、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一处公园让人眼前一
亮。往里一走，瞬间清凉惬意；仔细一瞧，竟然
别有洞天。在油松、竹子、花卉的点缀下，一块
大景石立在中间，“京剧发祥地”五个金色大字
镌刻其上。这儿就是京韵园。

“京韵园的建设共有三期。一期和三期挨
着，历史上是纪晓岚故居的西跨院，二期在故居
东侧。”京韵园设计师郝勇翔说，原来这里有不
少违建，后来政府开展“疏整促”工作，将违法
建筑陆续拆除，为公园腾出了空间。

刚过中午，园里的市民不多，有的三三两两
坐在长廊里唠嗑，有的正倚着廊柱打盹。“一般
每天早晚，市民来逛的比较多，时常传来几声戏
曲声，京味儿十足！”

到过京韵园的人，离开时都会对京剧有新
的认识。因为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似乎都在诉
说着自己和京剧的渊源。

清朝乾隆年间，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
大徽班先后进京演出。期间，他们都落脚于大栅
栏附近。在这里，他们与其他剧种曲目不断交流
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京剧形成于此，一期的设计主要围绕发祥
展开。”郝勇翔继续介绍，1931年，梅兰芳等在
纪晓岚故居内成立了北京国剧学会，后来“富连
成”京剧科班入驻，京剧逐渐走向成熟，达到鼎
盛。“这些在二期和三期的设计中都有体现。”

从绿树掩映下的门洞穿过，三期园子映入眼
帘，和一期形成台前幕后的空间格局。屏风上

“

富连成科班训词”立马吸引了目光，其中第二句
“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正是不远处古
建亭两侧的楹联。“这块场地呈螺旋状，给人一
种空间越来越大的感觉，代表科班的影响越来越
大。”看着寓意科班培养出七科京剧演员的七株
七叶树，很容易感受到园子厚重的历史积淀。

朝东再走几步，就到了二期园子。“二期采
用了城市森林理念，尽量营造银杏林、国槐林等
长寿树种林，路的面积小一些。”

“看！左边这个是京剧的鼎盛时期，右边是
发展时期。”顺着郝勇翔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两
处风格迥异的建筑。左边的更像是传统戏台，

“四大名旦”的匾额挂在正中；右边则是现代化
的钢结构廊架。

曲径通幽，微风袭来，树叶的沙沙声在耳边
作响。

“这儿的树叶很有特色，像衣服！”“这是鹅
掌楸，俗称‘马褂木’，叶子的形状像马褂，和
京剧有所呼应。”

“在自己设计的公园里逛，感觉很酷吧？”
“关键要看市民是否喜欢。有时能听到大家真

心夸这儿好，心里就很满足。”
2016年到2019年，北京市西城区共建62处

口袋公园，占地11.49公顷。2019年末，公园绿
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提升至97.18%。

“文化层面的体悟让人们记忆更深刻。西城
区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十分注重历史文化保护，
并把这种元素融入口袋公园的建设中去。这也是
一种让文化传承下去的方式。”西城区园林绿化
局党组成员、调研员王军表示。

勾起独特的“城市记忆”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的圳湖公园，一座亭子
和一组雕塑令人印象深刻。“亭子叫‘思源亭’，
取‘饮水思源’之意。”东圳水库管理局办公室
副股长何少钦对记者说。再往前，一组生动反映
建设者劳作场景的雕塑进入视线，挑扁担、挥锄
头、做测量、推小车……

一谈到圳湖公园，不得不提及东圳建库的历
史。“建这个口袋公园，就是为了纪念当初先辈
们建库的艰辛。”

当地素有“雨落仙游东西乡，水淹莆田南北
洋”的说法。即木兰溪上游每逢下大雨，洪水就
会灌入东西乡平原和南北两岸，对下游百姓的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当时莆田县委、县人
委经过初步勘测，决定在木兰溪最大支流延寿溪
中游兴建东圳水库，让百姓免受洪水之灾。

1958 年 6 月，工程开工。建设条件十分艰
苦，没有机器，人们就用锄头、簸箕等简陋工具
劈山挖土、截流筑坝，甚至肩挑手扛。“在那样
苛刻的条件下，建设者还创造出多种提高工效的
技术方法，测量数据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真
是伟大！”何少钦感叹。

“水涨一寸，坝高一尺！”是口号，也是与洪水
抢时间的真实写照。奋战22个月后，水库建成
并投入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了“团结协
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东圳精神，而这段历
史，也成为莆田人民建设家园的集体记忆。

如今，东圳水库已是一座集防洪、灌溉、生
活工业供水、生态补水、发电于一体的综合性大
型水库，担负着莆田150万人口的生活用水和工
农业用水。公园结合地势修建了步道、小广场等
设施，种植了枇杷、碧桃、紫叶李等乔木，满足
附近居民观赏游玩需求。

如果说在圳湖公园可追寻 60 年前的记忆，
那么在宋家香口袋公园，便是为了一睹千年古树
的芳容。

宋家香是莆田仅存的一棵千年古荔枝树，也
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木。之前由于四周房屋环
绕，光照不足，通风不畅，古树生长受到严重影
响，周围居民也很痛心。“我们做了大量协调工
作，把古树附近的建筑全面拆除，回填种植土，
并与宋家香的土壤进行衔接，让古树充分吸收阳
光和养分。”莆田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许建泉说。

围绕古树，月季、香樟、鸡冠刺桐等品种
搭配有序，配建了园路、座椅等设施。一座小
巧精致的公园跃入眼帘。

“要想真正让人记住，口袋公园建设必须充
分体现本地特色。”许建泉表示，无论是圳湖公
园，还是宋家香口袋公园，具备基础功能是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群众精神层面的需求。有
了它们，城市就有了记忆，莆田人记得住乡愁，
外地游客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与精神。

提升生活品质、突出本地特色、添彩城市风貌——

“口袋公园”，出门见绿
本报记者 史志鹏

口袋公园，因其面积
小、常散落或隐藏在城市中
而闻名。一般而言，公园景
色优美，植物种类丰富，配
套设施齐全，不仅改善了
生态环境，还为广大市民
提 供 了 休 闲 娱 乐 的 好 去

处。在很多地方，大到一片
空地，小到一处角落，都
会被充分利用起来。“见缝
插绿、出门见绿”正于细
微处显现。

在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品
质的同时，有的地方还注重

突出本地特色，将城市的历
史文化元素融进口袋公园，
赋予其更多的文化内涵。一
方面，让文化得以传承，使
记忆得以延续；另一方面，
对外充分展示城市风貌，打
造靓丽城市名片。

市民在山东青岛市北区口袋公园“昌乐园”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江苏海安市新世纪广场上的小公园。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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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人致歉。”留下一份70字

的手写遗书，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一

袭黑衣离开官邸失联，遗体最终在首尔

北部一座山上被发现。

作为连任三届的首尔市长，朴元淳

意外身亡震动韩国社会，文在寅政府再

度“折损”一员大将。屡发的政界悲剧

缘何而起?

“最老”首尔市长朴元淳：政治明星悲

情“陨落”

11日，首尔市政府办公大楼外搭起

焚香所，白色鲜花簇拥着朴元淳遗像。

大批民众在周围排起长队等待吊唁，现

场不时传来哭声，还有人高举“感谢朴

市长”的标语。

“朴元淳性格温和又意志坚韧，外

柔内刚，他为公民的权利奉献了一生。

”在首尔大学医院的灵堂外，共同民主

党党首李海瓒难掩悲痛。连日来，韩国

大批政要、各界代表前往灵堂吊唁。

留下一身谜团，64岁的朴元淳“决

绝”离去。韩国警方称，没有他杀痕迹

，朴元淳选择了“极端方式”。

朴元淳出身贫寒。他曾考入韩国著

名的首尔大学，因抗议军事独裁统治等

原因被开除学籍。1980年，朴元淳通过

司法考试。

韩国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不到3%

。检察官、律师等职业在韩享有极高地

位，收入颇丰，诸多寒门子弟视其为改

变命运之选。前任总统卢武铉、现任总

统文在寅均是律师出身，文在寅与朴元

淳是司法研修院同届培训生。

但朴元淳不满足当个普通检察官，

1983年成为律师，主要帮助弱势群体维

权。他曾为韩国首例性骚扰案受害者辩

护，协助创立著名的公民组织反对财阀

干政，呼吁保障“慰安妇”权益等。

2011年，作为独立候选人的朴元淳

以“黑马”态势，当选首尔市长。这场

胜选，终结了韩国保守派对首尔长达10

年的掌权。以“帮助贫困阶层和弱势群

体、改善民众生活”等为主要施政纲领

，朴元淳拥有较高声誉，2014年和2018

年两度获得连任，是在位时间最长的首

尔市长。

反特权、反财阀是朴元淳的标志。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中

，朴元淳强烈批评朴槿惠，公开支持首

尔民众的示威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

他还曾起诉前总统李明博等人。

多年来，朴元淳以亲民、廉洁示众

。2018年夏天，朴元淳和夫人“蜗居”

在老旧平民区的阁楼近一个月，体验欠

发达地区生活。据韩国政府定期公布的

公务员资产变动事项，2011年至2017年

，朴元淳连续7年在高层公职人员中持

有资产最少;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朴元

淳名下财产没有住房、商铺和汽车，

2019年仍负债6.9亿韩元。

“真的很对不住你，过的都是苦日

子……”他曾在公开出版物中对妻子致

歉，并对子女说：“我的父母一辈子都

是在农村种地、养牛来照顾我，他们给

我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正直和诚实

……没能给你们留下一套房子，但希望

你们理解这个没能力的爸爸。”

朴元淳是文在寅政府的积极支持者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朴元淳以“铁腕

抗疫”闻名，采取禁止集会、关停教会

等强力措施;公开支持中国抗疫，呼吁社

会不该排斥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疫情严

重时，首尔市向中国12个省、市捐赠了

应急物资。

当然，争议一直存在。此前，舆论

和反对派曾批评朴元淳一些行为“明显

作秀”，其子女上学、参军以及与个别

宗教势力的牵扯也屡受诟病。在失踪前

，朴元淳被前女秘书指控“性骚扰”。

在韩国网络上，一张文在寅和朴元

淳于1982年的合影广为流传。那一年，

他们同时从司法研修院毕业，泛黄的照

片上，二人并肩而立、意气风发。但30

多年后，两位老同学的告别方式却令人

唏嘘——文在寅向灵堂献上花圈。青瓦

台秘书室长卢英敏转述文在寅所言称

“忽闻噩耗，深感震惊”。

震惊的不仅是文在寅，还有整个韩

国政坛。

政坛震荡：执政党接连“折兵损将”

朴元淳之死，毫无预兆，对执政党

无疑为晴天霹雳。

据多位首尔市相关人士表示，朴元

淳直到9日失踪前一日还

在办公。他身亡后，朝野

上下均表哀悼。

除文在寅外，韩国国会议

长朴炳锡、副总理洪楠基

等人相继向灵堂献花圈。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前

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

前往灵堂吊唁。韩国最大

在野党未来统合党也对此

“表遗憾”。

近年来，执政党已连续折

损多位“大将”。

2019年，前忠清南道知事

安熙正，被控性侵女秘书

入狱，获刑3年6个月。安

熙正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便

是其“左膀右臂”，被视

为“文在寅接班人”。这

位政坛“明日之星”因性丑闻入狱，给

执政党投下一枚“核弹”。

去年9月，曹国事件举国震动。作

为文在寅“心腹”，曹国上任法务部长

官仅一个多月便宣布辞职，目前和妻子

仍在接受调查。曹国是文在寅政府检察

系统改革的支持者，因女儿入学涉嫌伪

造文书、家人涉嫌投资私募基金避税等

问题引发巨大争议。

今年4月，现年71岁的前釜山市长

吴巨敦突然宣布辞职，原因是和女职员

“有过不必要身体接触”，涉嫌性骚扰

。吴巨敦曾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部长

级官员，2018年当选釜山市长，亦是执

政党共同民主党得力干将，与文在寅私

交甚好。

短短一年内，多位政界名人仕途尽

毁，朴元淳又以惨烈之举身亡，无疑对

执政党、进步势力造成雪上加霜地打击

。舆论认为，频发的负面事件，将让选

民对进步派政治人物的道德形象产生质

疑。

不过从短期看，韩国政坛格局不会

有颠覆性变化。

在2016年国会选举、2017年总统大

选、2018年地方选举以及今年国会选举

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已获“四连胜”

。尤其在今年4月进行的第21届国会选

举中，执政党大获全胜，在300个议员

席位中“豪夺”180席。保守派势力、

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元气大伤。

分析认为，进步派势力继续执政几

成定局，但执政党党内将会出现震动，

尤其是朴元淳派系人员变动将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政坛走向。

韩国政坛主要分为“保守派”和

“进步派” ，两个阵营执政理念相差

甚远。前者以韩美同盟为外交国防战略

基础，将朝鲜视为“主要敌人”;后者主

张“自主外交”和“自主国防”政策，

对朝实行“阳光政策”。现任总统文在

寅、朴元淳均被视为“进步派”代表，

前总统朴槿惠和李明博属于“保守派”

。

10日起，首尔市第一副市长徐正协

代理市长职务。根据韩国法律，将于

2021年4月进行市长补选。

“性丑闻”不断韩国政坛悲剧何其多?

纵观近来韩国政治事件，“性丑闻

”屡见不鲜。

深受儒家思想等影响，韩国社会、

职场等级森严，男尊女卑思想较浓，尽

管现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但实际生活

中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为职场“性骚扰

”提供了空间。在“Me Too”运动进入

韩国后，迅速掀起狂澜，众多名人、高

官、宗教界领袖等因桃色新闻名誉扫地

。

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朴元淳被控“性

骚扰”与其身亡有关，但舆论分析认为

“这对他自杀有重要影响”。

朴元淳一直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倡导

者。1993年，朴元淳与多位律师联手为

一起“性骚扰”案受害者辩护，让“性

骚扰”问题首次受到韩国社会广泛关注

。担任首尔市长期间，朴元淳为多个女

性民间团体担任法律顾问，呼吁性别平

等。在“Me too”运动和韩国“N号房

”事件爆发后，朴元淳均公开表示应严

惩施暴者。就在7月4日，朴元淳还在

社交媒体上对遭遇霸凌去世的韩国女运

动员崔淑贤表达哀悼。

有分析认为，如果性丑闻属实，朴

元淳“人设崩塌”将面临强烈的社会谴

责。

由于独特的社会环境，韩国公众对

“性骚扰”事件容忍度极低，尤其对成

功的政界人士，道德审判更为严格。如

《韩民族日报》所言，朴元淳本是很有

潜力的总统大选候选人，可能不愿在大

众面前接受舆论和法律审判，从而选择

了极端。

朴元淳身亡后，警方称“将终止性

骚扰案调查，不予起诉”。这再次引发

舆论争议。有网民“表示不满”，认为

应继续查明“性骚扰”真相。但也有女

性团体认为，朴元淳一直积极为女性权

益发声，死因另有隐情。

朴元淳之前，韩国已有多位政治家

选择绝路。

2018年，韩国正义党党首鲁会灿因

牵扯受贿丑闻而跳楼身亡。今年韩国疫

情严重时，一位防疫官员跳江自杀……

最令人唏嘘的是，2009年前总统卢武铉

跳崖身亡。

有分析称，韩国社会受耻文化影

响，“以死来自证清白”成为一种选

择。美国学者鲁思· 本尼迪克特曾在

分析日本社会时提出“耻感文化”，

后多被用于研究东亚文化，它与西方

“罪感文化”相对应，更强调道德层

面“廉耻”之心对政治阶层、社会文

化的影响。

若从卢武铉、朴元淳等进步派人物

的成长轨迹分析，也有些许相似：在韩

国民主化运动中成长，有较强理想主义

情怀，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责任感极

强。他们既是暗流涌动的韩国政坛牺牲

品，也弥漫着某种“可杀而不可辱”的

个人悲情。

首尔市长自杀的背后
是一个悲剧不断的韩国政坛

7月10日官方公开的朴元淳遗书，其中写道“对不起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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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已正式要求州長已正式要求州長AbbottAbbott延長延長1111月的提前投票期限月的提前投票期限
州長州長AbbottAbbott針對針對COVID-COVID-1919的擔憂延長了的擔憂延長了77月初選的提前投票期限月初選的提前投票期限

並承諾將在並承諾將在1111月的大選中採取以下行動月的大選中採取以下行動
【休斯頓Texas州】 今天，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正式向州長Greg Abbott發出要求延

長11月大選的提前投票期限的請求。州長之前曾因應COVID-19疫情的需要，將7月政黨決選的提前
投票期限延長。縣行政書記官Hollins力求允許選民提前於2020年10月13日開始親自投票，延長投票
期限以為選民提供更多選擇，並且減少在擁擠的投票中心感染冠狀病毒的可能性。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Harris縣正在即時確認COVID-19病例，而我的辦公室正
在努力的為在疫情下籌備11月的選舉工作。”沒有選民應該在自我健康和行使基本投票權之間做出選

擇。我們知道，郵遞投票是最安全的投票方式– 親自投票是另一個安全的投票方式。因此延長提期投
票期限是正確的做法，以便選民可以安全，並且方便的通過投票發出聲音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

在7月的政黨決選中，有154,313位Harris縣選民參與提早投票或是通過郵遞方式投票。 Harris縣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正在為11月的選舉做準備，並正在探索各種不同的投票方式，以確保選民在選舉日
之前可以有多種選擇，以維護其安全並避免排長隊。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本報訊】國際領袖基金
會(ILF)和亞美企業組織聯盟
(CAABO)合作，訂 7月 25日
舉行線上領袖及企業高峰會，
以” 向亞太裔抗疫英雄致敬
團結社區重建美國”為主題，
邀請來自美國醫學，政治，企
業，文化，體育等領域的著名
領袖分享看法、經驗。

預定出席本次線上會議的
政要及知名人士：
•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
究所主任 博士 Dr. Anthony
Fauci
• 美國交通部趙小蘭部長
• 聯邦參議員 (南卡羅來納
州) US Senator Marco Rubio
• 聯邦參議員 (南卡羅來納
州) US Senator Tim Scott
• 聯邦眾議員 (紐約州) Kev-
in McCarthy
• 聯邦眾議員 (紐約州) 孟昭
文
• 聯邦眾議員 (美屬薩摩亞)
Amata Radewagen
• 馬裡蘭州第一夫人 (金有
美) Yumi Hogan
• 羅德島州副州長 Daniel
McKee
• 亞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
中心主任暨總裁 何大一博士

• 華裔美國奧運游泳選手
Nathan Adrian (倪家駿)先生
• 獲獎演員/歌手 Mary Mill-
ben女士

會議主題：向亞太裔抗疫
英雄致敬 團結社區 重建美國
(A Tribute to the Unsung
Heroes on the Front Line;
Our Community Unites to
Rebuild America)

會議時間：7月25日 週
六 美東時間下午1點/太平洋
時間早上10點

報名鏈接：www.bit.ly/
31WJ98K

活動公開，歡迎各界參加
！

國際領袖基袖金會（In-
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
dation，ILF）是非營利組織
，致力促進美國亞太裔社區的
公民參與、領導能力、賦予權
力和經濟繁榮，以增加我們國
家的多元性。國際領袖基袖金
會的使命是在公共服務領域培
養具有公民意識的未來亞太裔
領導人。創辦於2000年的國
際領袖基袖金會已提供獎學金
和教育項目給1萬多名美國亞
太裔學生。查詢詳情可上網
， www.ILFnational.org。

2020國際領袖基金會 領袖及企業高峰會
向英雄致敬 團結社區 重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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