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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我們
的新動態

2020年2月1日 星期六
Saturday, February 1, 2020

（美南新聞黃麗珊報導）近期
，全球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1
月31日上午10點，美國國會議員艾
格林（Al Green）協同休斯頓社區
領袖，醫療部門和百佳超市、惠康
超市及多家餐飲店老闆，在中國城
舉行公開新聞發布會。

國會議員艾格林強調：近期商
家遭受謠言影響，讓我們感到高度
關注，我們這個社區沒有理由任憑

謠言隨處傳播，所有的傳播應該遵
循合法合理的原則，應當承擔法律
責任，有關這個問題，我已經諮詢
過相關律師，並且目前德州沒有一
例新型肺炎確診，哈瑞斯郡也沒有
一例確診，希望社區民眾正常工作
生活。

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在發
言中向廣大受謠言困擾的社區商家
澄清謠言，並呼籲社區各界團結一

致，共體時艱，此次和僑領李雄先
生一同採取行動，杜絕謠言，讓我
們的家園平穩安定，讓商家恢復商
機。

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來自市
衛生健康部門和其他社區領袖紛紛
做了發言，讓民眾增加對該病毒的
認識防範。

力挺華人社區力挺華人社區 國會議員和社區領袖舉辦新聞發布會國會議員和社區領袖舉辦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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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Southern News Group

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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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2020

（綜合報導）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導致人心惶惶
。《紐約時報》報導，全球對疫情的擔憂加劇了
仇外心理，反中情緒隨之高漲，甚至波及其他亞
裔。

報導指出，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和軍事強國，
使得亞洲鄰國以及西方的競爭對手深感不安之際
，2019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放大了對中國人的
潛在歧視，而這股恐慌情緒有時是非理性。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亞洲研究助理教授戈
維拉說： 「與中國有關的政經緊張情勢和焦慮，
加上最近對疫情的擔憂，可能助長這股非理性的
仇外。」

在日本，#ChineseDon'tComeToJapan（中國
人別來日本）在推特上成為熱門標籤。新加坡數
萬居民則連署呼籲政府禁止中國公民入境。 在香
港、南韓和越南，許多店家已張貼告示表明恕不
招待陸客。

在東京，前築地魚市一家壽司店裡，中國顧
客 約 九 成 。 現 年 70 歲 的 服 務 生 末 永 八 重 子
（Yaeko Suenaga，音）說，她不會拒絕陸客，但
她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店不想接待，我不認為這
是歧視，擔心染上一種可能導致死亡的病毒，是
真實的恐懼。

一些日本人早就對陸客很感冒，如今有網友
在推特上說大陸遊客 「骯髒」，還稱他們是 「生

物恐怖分子」。
在澳洲，媒體大亨梅鐸的《前鋒太陽報》以

諧音稱武漢肺炎是 「中國病毒─熊貓之亂」，還
搭配一張紅色口罩的圖片，引發澳洲華人社群不
滿，痛批這個標題是 「不可接受的種族歧視」。

法國北部地方報紙《皮卡爾信使報》在頭版
報導武漢肺炎疫情以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黃色
警報》為標題，引發了公憤，該報隨後道歉。

種族主義事件也波及其他亞裔族群。在法國
，一名越南女子告訴《世界報》，有汽車駕駛汽
車對著她辱罵： 「留著你的病毒吧，骯髒的中國
人！」和 「法國不歡迎你」，同時加速過過一個
水坑，濺了她一身水。

假消息也越來越多。一段在南韓廣為流傳的
YouTube影片稱，這種冠狀病毒是中國大陸一個
生化武器設施洩露的，這種說法也在世界其他地
方傳播。在澳洲，一則在Instagram散布的假消息
警告說，雪梨商店裡出售的幸運餅乾、大米和
「中國紅牛」等物品受到了污染。

2003年SARS期間，大陸人與其他亞裔也經
歷類似的排外反應。如今大陸觀光客已大幅增加
。東京上智大學政治學家中野晃一說，中國為了
遏制病毒傳播對數千萬人實施封鎖，這可能會促
使其他國家的政府做出過度反應。

（綜合報導）日本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例31日新增到17
例。日本政府決定，自2月1日零時起，拒絕前2周曾滯留湖北
省武漢市的外國旅客及持湖北省發行的大陸護照者入境日本。

日本政府31日宣布，將維持對湖北省全境的 「傳染病危險
情報」旅遊警示為3級，勸告所有日本民眾勿前往湖北省，並將
除了湖北省之外的大陸其他地區的旅遊警示等級提升至2級，勸
告盡量避免非必要、非緊急的訪中。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31日在首相官邸召開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病對策本部會議時表示， 「1日零時起，針對入境申請日前14天

之內在湖北省滯留過的外國旅客或持有湖北省發行的大陸護照者
，若沒有特殊的事由，日本將根據入境管理法，暫時拒絕其入境
。」

日本至今已派3班撤僑包機赴武漢接回565名日僑，還有140
名日僑申請返國，日本政府正與中方協調，下周可望派出第4班
撤僑包機。

厚生勞動省指出，首班包機的206人中有14人住院觀察中，
已有40至50多歲的2名男性和1名女性，共3人感染武漢肺炎病
毒，其中2人事前沒有任何症狀。

第2班包機的210人當中，有26人因發燒等症狀住院，已有
30多歲和50多歲的兩人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第3班包機已於31
日上午10時20分返抵東京羽田機場，這次共接回149名日僑，
其中有10人身體不適住院中，病毒檢測尚未有結果。

此外，住在千葉縣的20歲女導遊31日也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這名導遊17日至21日曾帶大陸旅行團，18至22日與28日確診
的巴士司機同行。日本的確診病例至31日共達17例。。」

新仇舊恨新仇舊恨！！武漢肺炎肆虐武漢肺炎肆虐
多國反中情緒高漲多國反中情緒高漲

日本武漢肺炎確診例達日本武漢肺炎確診例達1717例例 日本政府日本政府22月月11日起拒武漢人入境日起拒武漢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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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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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底定
企業界展望前景好壞參半

（綜合報導）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加拿大總理杜魯
道呼籲世界衛生組織（WHO）應該納入台灣後，歐洲聯
盟對外事務部也表態，面對當前疫情爆發，台灣應被納入
WHO。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日內瓦召集專家、並做出新型冠狀病毒已成為 「國際關
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緊急會議上，同樣傳出病例台灣
再次缺席。

據中央社報導，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外交安全
政策發言人巴圖-恩利克森（Virginie Battu-Henriksson）
表示，在一般情況及目前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特別情

況下，歐盟致力與合作夥伴討論並尋求務實解決方案，在
台灣有相關專業技術及能力的場域，台灣應被納入。

目前國際紛紛發出挺台聲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日
表示，有必要讓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否則難以防疫。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也在國會答詢時，首
度明確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會議。

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日前在記者會，被問
及台灣並非世衛成員將無法取得更新訊息時表示，美方一
向致力於與台灣公眾確保密切合作，這是公衛事務，而非
政治事務，美方會確保並持續與台灣技術專家交流訊息。

（綜合報導）英國將正式宣告脫歐。過去3年由於脫歐不確
定性，許多大廠出走。不過隨著脫歐底定，後續金融與就業影響
雖仍令人憂心，但鍘刀落下後，反倒令人鬆一口氣，企業界對前
景好壞看法呈現五五波。

細數過去3年因為脫歐不確定性而出走的企業，包括英國家
電製造商戴森（Dyson）、日本汽車大廠本田（Honda）、日本
電器製造商松下（Panasonic）、美國汽車製造商福特（Ford）等
。

戴森創始人戴森（James Dyson）雖然是脫歐的堅定支持者，
但他在去年將公司總部從英國遷往新加坡。他堅稱這是為了更加
接近業務成長最快速的亞洲市場。福特計劃在今年9月關閉威爾
斯東南部布立真德（Bridgend）的工廠，將有1700人失業。

本田則是在去年宣布要於2021年關閉英格蘭西南部斯文敦
（Swindon）的工廠，3500名員工將面臨失業。松下電器把歐洲
總部從英國搬到阿姆斯特丹，索尼（Sony）同樣把總部搬到荷蘭
。

其他包括日本汽車大廠日產汽車（Nissan）、日立製作所
（Hitachi）等日本企業，也都在英國退出歐盟前縮減英國事業的

營運規模。
英國製造的汽車有8成賣到海外，其中超過半

數銷往歐盟，但脫歐後可能迎來的高關稅，勢必影
響汽車出口。德國BMW表示，若脫歐後，英國工
廠無法快速、可靠地從歐洲進口汽車零組件，可能
被迫關閉英國產線。BMW更已經把部分引擎製造線轉移至德國
。

航太巨擘空中巴士公司（Airbus）在英國有1萬4000名僱員
。空巴對於英國脫歐一直不看好，更警告如果脫歐後的英國前景
對空巴不利，空巴可能撤出英國。

不過，隨著脫歐這把懸而未決的鍘刀正式落下，企業界終於
可以開始展望未來。

根據英國跨境貿易融資提供商Stenn針對250名中等至大型
規模英國企業的高階主管所做調查，大約有半數（51%）認為脫
歐會對2020年企業帶來正面影響，當中更有29%認為正面影響
「非常大」。

儘管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協定在今年底前不太可能達成，但仍
有超過半數（56%）受訪者認為公司的進口業務在今年能夠有所

成長，平均成長率為9%。至於出口方面，也有超過半數（57%）
認為能夠有所斬獲，平均成長11%。

Stenn的總裁布勞恩（Kerstin Braun）表示： 「如果2019年對
企業界代表的是不確定性，2020年就是企業界可以開創新成長策
略的一年。」

不過，也有經濟學家對於部分企業人士的樂觀不以為然。倫
敦智庫 「歐洲改革中心」資深研究員史賓福特（John Springford
）接受 「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若認為英國在脫歐後的經濟會
有很大進展，那就 「太傻了」。

他表示： 「一但穩定下來，投資就會如潮水般湧入的說法說
不通，因為確定下來的是非常艱困的前景。」他表示，對於仰賴
人員自由流動，或是貨品自由流通的企業而言，（脫歐）會令他
們卻步。

國際呼聲高！繼日加後
歐盟也籲歐盟也籲WHOWHO應納入台應納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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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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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威脅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發布消息稱，俄外交部副部長裏亞布科夫

當日呼籲伊朗不要做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草率舉動。

俄羅斯外交部對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布萊恩· 胡克有關聯合國安

理會禁止伊朗進行鈾濃縮聲明表態稱，該條約從未禁止伊朗進行鈾

濃縮，所謂聯合國安理會按照“某些標準”通過決議，禁止伊朗進

行鈾濃縮，實際上是美方的“造謠”行為，此舉對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

的。俄外交代表建議“美國同事”不要再發表類似不存在的“聯合國標

準”聲明，而應註意本國在不擴散核武器領域的國際聲譽，且不要誤導

國際社會視聽。

俄《消息報》援引俄羅斯外交部聲明強調，該條約明確規定，不對

非核國家為和平目的進行鈾濃縮施加任何限制。此外，需在國際原子能

機構的監督下進行。

另據塔斯社20日報道，俄外交部同時指出，如有部分國家自願拒絕

從事鈾濃縮研究，並根據協議發展其他相關領域的科研技術是國家的主

動選擇，而非按照“某些標準”被迫放棄。

伊朗國家通訊社報道，伊朗外交部長紮裏夫當日表示，如果歐

洲國家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伊朗將退出《不擴散

核武器條約》。英國、法國、德國啟動伊核協議爭端解決機制，此

舉“絕不合法”。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早些時候曾表示，德黑

蘭仍堅持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指責歐洲國家沒有履行相

關協議規定的義務。

1月 14日，英、法、德三國外長在巴黎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伊

朗遵守在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中的承諾，同時宣布訴諸伊核協議

爭端解決機制。如果三國訴諸這壹機制，伊核問題有可能被提交

至聯合國安理會。伊朗議會議長阿裏· 拉裏賈尼稱，這壹決定是

“不幸的”。

地中海飲食方式榮獲2020年最佳營養獎
可預防糖尿病

綜合報導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和意大利農業協會近日發

布的2020年世界最佳飲食方式排名顯示，意大利地中海飲食方式，因成

分健康、植物性高、食用便捷、可有效的預防和治療糖尿病等突出優勢

，再次榮獲“2020年最佳營養獎”。

據報道，2010年，意大利地中海飲食方式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5分的滿分中，地中海飲食方式獲得了專家給

出的4.2高分。

專家認為，地中海飲食方式對食療保健具有很大貢獻，可以預防癌

癥、慢性疾病、心臟及神經系統疾病，同時也能夠預防和控制糖尿病。

報道稱，地中海飲食方式是壹種無意挑剔的健康飲食方法，主要包

括食用少量的面包、面食、水果、蔬菜、肉、特級初榨橄欖油，同時飲

用適量的葡萄酒。

美國著名生理學家安塞爾· 基斯在意大利坎帕尼亞大區薩萊諾省阿

恰羅利村鎮考察了大約40年，研究了地中海飲食方式對健康的影響，他

特別假設飲食中的飽和脂肪會導致心血管疾病，應避免食用，並強調了

地中海飲食方式的有益作用。

報道指出，在2020年世界最佳飲食方式排名中，位居第二的是能有

效控制抗高血壓的短時飲食法和彈性飲食法，即靈活的飲食方式；排在

第三位的是預防和減少認知能力下降的精神飲食法，以及歷史悠久的低

熱量體重觀察飲食法。

利比亞問題峰會成果如何落實？
確保停火是關鍵

利比亞問題柏林峰會召開之後，

如何落實眾說紛紜，但在確保停火轉

至長期、遵守對利武器禁運兩方面沒

有爭議。聯合國利比亞問題特使加桑·

薩拉姆反對向利比亞派遣聯合國維和

部隊，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 恰武

什奧盧指出，在落實峰會成果方面取

得進展，土方將繼續支持利比亞延續

停火。

【不支持派軍】
薩拉姆告訴德國記者：“不贊同外

國軍隊到利比亞。我也沒看到國際社會

已經準備向利比亞派遣部隊。”

他補充說：“我的目標不是軍事行

動。”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把當前脆弱

的停火轉化為永久停火，在他看來，這

需要壹個小規模的軍事觀察員小組，而

不是維和部隊。

薩拉姆還強調利比亞沖突各方同意讓壹

個國際軍事委員會主導停火談判的重要性。

在由12個國家領導人或高官以及聯

合國等4個國際組織領導人參加的柏林

峰會上，各方達成的成果文件中包括設

立由參會各方參與的國際跟蹤委員會，

以落實峰會成果，即確保長期停火，落

實長期遭到忽視的聯合國武器禁運。

【繼續推停火】
德新社報道，國際跟蹤委員會預期2

月中旬在柏林召開首次會議。

恰武什奧盧在瑞士達沃斯說，土耳

其將繼續支持利比亞實現可持續停火和

政治解決進程。

他說：“每個人都表達支持停火和

繼續努力，這非常好。(利比亞‘國民

軍’領導人哈利法· ）哈夫塔爾也提交了

參加軍事委員會的名單。這個委員會首

次會議對維持停火至關重要。我們同時

也在急速推進政治進程，以達成壹個持

久解決方案…… 這個國家(利比亞)需要

準備選舉。”

利比亞自2011年卡紮菲政權被推翻後

陷入動蕩，當前呈現沖突雙方對峙局面，

民族團結政府得到聯合國承認，與支持它

的武裝力量主要控制西部部分地區；國民

代表大會與“國民軍”結盟，控制東部和

中部地區、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壹般認為，民族團結政府得到卡塔爾、

土耳其、意大利等國支持，“國民軍”則

得到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俄羅斯、法國等國支持。

盡管經過莫斯科和談與柏林峰會，

但利比亞沖突雙方領導人仍未能實現面

談，甚至沒有同處壹間會議室。

【俄英調不同】
柏林峰會召開間隙，俄羅斯總統弗

拉基米爾· 普京和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

遜舉行簡短會談。

相對英方對會談意義輕描淡寫和著

重對俄警告，俄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裏·

佩斯科夫說，總而言之，會談具有建設

性，帶有和解精神。

這與英國之前的通報內容截然不同

。英國首相辦公室在聲明中說，在俄羅

斯停止涉嫌危害英國公民行為前，英俄

關系不會有任何正常化。

聲明說，約翰遜提及前俄羅斯特工

謝爾蓋· 斯克裏帕爾及其女兒在英國疑遭

神經毒劑襲擊的事情，指認俄羅斯牽扯

其中。俄方壹直予以否認。

英脫歐法案遇鐵板：
上院設“路障”，下院再“滾刀”

原本預計順利“闖關”的英國退出歐

洲聯盟法案20日在英國議會上院遇阻。上

院議員當天通過3條修正案，要求政府保

護歐盟僑民“脫歐”後在英國的居留權，

同時繼續尊重歐洲法院的法例判決。

英國若想本月31日有序“脫歐”，

需要議會兩院批準闡明退出條件的“脫

歐”法案。議會上院20日的決定讓“脫

歐”法案正式生效時間延後，但不太可

能阻滯“脫歐”。

【上院設“路障”】
這是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去年12月

領導保守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大勝以來

，第壹次在議會遇挫。

“脫歐”法案先前在議會下院未經

修改順利獲批，隨後送交上院審議，而

保守黨在上院不掌握多數優勢。

自由民主黨籍上院議員約翰尼· 奧茨

20日提出的修正案以270票贊成、229票

反對的表決結果率先獲通過。自由民主

黨堅定主張英國“留歐”。

奧茨的修正案提出，允許歐盟僑民

在“脫歐”後自動留在英國，而無需向

政府提交申請，且政府應向歐盟僑民發

放實體居留許可證。路透社報道，英國

政府先前只表示，

歐盟僑民將獲得與

護照相聯的“安全

電子身份”。

英國《衛報》

報道，內政部國務

大臣布蘭登· 劉易

斯很快經由社交媒

體“推特”批駁修

正案，拒絕發放實

體許可證，說政府

政策不會改變。

當天通過的另

外兩條修正案則有意限制英國法院推翻

歐洲法院判例的權力，說法院若想偏離

歐盟判例法，須訴諸英國最高法院。

英國議會上院可能繼續給政府“添

堵”，為“脫歐”法案添加保護兒童難

民的修正案。這壹承諾由前任首相特雷

莎· 梅作出，但在“脫歐”法案中不見蹤

影。

【下院再“滾刀”】
美聯社報道，英國議會下院有權

否決上院通過的修正案。20日的挫敗

不會阻止“脫歐”法案生效，但這意

味著法案本周晚些時候再度送交下院

審議。不少人原本預期，法案21日即可

獲上院批準。

獲得英國議會“放行”以外，“脫

歐”法案還需獲得歐洲議會批準。歐洲

議會有望下周審議法案。

按照英國廣播公司的說法，保守黨

在下院坐擁80個議席的多數優勢，預期

會把上院提出的修正案否決。

英國定於31日正式“脫歐”。此前

，英國“脫歐”波折不斷，日期也壹延

再延，導致英國、歐洲乃至世界經濟過

去3年多持續受不確定性拖累。

研究：兒童早晨就接觸電子屏幕
患語言障礙風險升高

綜合報導 壹份最新研究

顯示，早晨起來就接觸電子

屏幕的孩子，產生語言障礙

的風險要提高三倍。

法國公共衛生健康研究

所 (SpF)發布的流行病周刊

(BEH)指出，更可怕的是，如

果父母“很少，甚至從不”

與孩子討論屏幕上看到的內

容，孩子罹患語言障礙的風

險要增加六倍。

參與研究的Manon Collet

博士介紹說，調查涉及的孩子

平均每人每天早上在屏幕前消

磨20分鐘，但早上不應該是看

電子屏幕的時間，清晨做的事情

對壹天都有影響。“這會消耗他

們的註意力，減少他們的學習

能力”，她補充說。

研究不能夠建立直接的

因果聯系，但以統計學的方

式證實了結論，並鞏固了此

前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

數碼產品的使用率在最近

十幾年飛速增長，越來越多的孩

子越來越頻繁地接觸電視、電腦

、遊戲機、手機等等電子屏幕。

研究證實，頻繁接觸電

子屏幕的孩子與周圍環境的

情感互動更少，而這種互動

是兒童身心發育、尤其是語

言學習的必要因素。

BEH研究采用了167個罹

患語言障礙的孩子，以及109

個正常孩子的相關信息。

作為研究對象的孩子們

均居住在雷恩市所在的伊勒-

維萊訥省(Ille-et-Vilaine)，生於

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

31日間，研究人員取樣時年

紀在3歲半至6歲半，正是暴

露語言障礙的時期。

Collet博士指出：“壹清

早就接觸電子屏幕的孩子，

罹患初級語言障礙的風險要

高三倍。”總體來說，參與

研究的所有孩子平均每天看

電視時間長達1小時15分鐘。

法國孩子在4歲會由校醫

做語言能力測試，高等健康研

究所(HAS)公布的統計顯示，

4-6%的孩子有初級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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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周五（31日
）宣布，因應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美國進入公共衛生緊
急狀態，總統川普下令，暫時禁止 「任何在14天內曾前往中國
的外國公民」（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親屬除外）入境美
國，以防止病毒在美國蔓延。這項命令將自周日（2日，美東

時間）下午5時生效。
美國政府官員又說，從2月2日開始，只要過去14天內曾

赴中國湖北省的任何美國回國公民，將被隔離14天。而過去14
天內，到過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員將接受入境掃描，並且進行最
長14天的監控和自我隔離。

由周日起，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也必須在全國指定的7
個機場（紐約甘迺迪、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亞
特蘭大、檀香山）降落。

川普祭出防疫絕招川普祭出防疫絕招
禁過去禁過去1414天內赴中外國人入境天內赴中外國人入境

（綜合報導）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周四發布報告指，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後，至2018年，加州共流失約65萬個工作機會到
中國，損失最慘重的十個城市或地區，6個在加州，80%職位來
自電腦和電子製造業。

報告顯示，自2001年至2018年，加州共減少約65.4萬份
工作機會、德州流失約33.5萬個。以選區劃分，就業機會減少
最多的十個地區，有6個在加州，其中四個在灣區和矽谷，一
個在聖地牙哥，電腦及電子製造業職缺流失皆佔8成。另一地
在洛杉磯西南部，流失職缺以成衣業為主。

報告稱，這段期間內，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由

830億元（約台幣2.5兆元）增至4,195億元（約台幣12.7兆元
），其中44%來自電子業；雖然其他非貿易類工作，能夠吸收
部份失業人口，但零售或照護這類服務類型工作，薪資和福利
都低於國貿行業。此論點與許多經濟學家觀點相符：即使服務
業就業市場擴大，也很難取代薪資較優渥的工商貿易職缺。

報告主筆之一、經濟政策研究所貿易與製造業研究主任史
考特（Robert Scott）曾稱讚，川普的鋼鋁關稅有效，因為中國
在這兩項產業中佔有重要角色，但是對中國加徵進口關稅，則
對美國沒有太大幫助，因為中國貨仍能透過越南、馬來西亞、
新加坡，把貨物出口至美國。

史考特表示，中國已快速升級轉移到高科技電子產品如電

腦、手機、螢幕，必須調降美元匯率25%至30%，和其他貨幣
達到平衡，才能減少貿易逆差，但川普不願碰觸匯率問題，因
為華爾街的大公司喜歡強勢美元，如此才能讓外包生產成本維
持低廉。

不過，有經濟學家不認同，美國流失的工作機會是被中國
奪 去 。 洛 杉 磯 諮 詢 公 司 Beacon Economics 學 者 索 恩 伯 格
（Christopher Thornberg）表示，加州之所以流失這麼多工作機
會，是因為加州早在25年前就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工業州，在
1992年就有85萬個製造業工作；即使不是中國，製造業職缺也
會流向墨西哥、越南、印尼等地。

美參議員建議美台趁此時加強關係 籲讓軍艦訪台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歐周四

（1/30）在美媒撰文表示，在台灣成功完成大
選，向北京說不後，美國應該加強與台灣關係
，落實台灣旅行法，展開雙邊貿易協定洽談、
提供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華盛頓觀察家報》（Washington Exam-
iner）刊登盧比歐（Marco Rubio）的文章指出
，台灣再次完成大選，總統蔡英文以歷史性的
高票獲得連任。蔡總統面對中共的持續威脅時
，堅定捍衛台灣的精神令人倍感鼓舞，台灣再
次證明是印太的民主典範，是區域的盟友與美

國堅實的夥伴。
盧比歐指出，蔡總統之所以勝出，主因在

於她對抗中共的堅定立場，這可能讓中共無法
接受。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年，北京可能會趁
此機會更加致力於孤立台灣。
考量這一點，盧比歐呼籲，現在是加強美台關
係，共同因應中國為影響美國在印太區域安全
利益與夥伴採取行動的時候。

他建議美國可以派遣軍艦訪台，安排高層
官員會晤，充分落實 「台灣旅行法」。他也認
為川普政府應承諾今年內與台灣就自由貿易協

定展開談判，加強雙邊貿易，擴大美台商品市
場准入，同時也能使台灣實現貿易體制多元化
，能更不依靠中共。

盧比歐也指出，美國應協助台灣發展不對
稱防衛能力與提升後備軍力。近年來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不斷升高兩岸情勢，更頻繁破壞長
期存在的兩岸現狀，並以激烈言論恐嚇台灣人
民。

他建議美國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應提供
台灣武器設備，維護台灣安全必須成為當務之
急。美國應協助台灣改善正規部隊與後備軍力

的戰備狀態，台灣也應在情報、監視與偵察能
力進行投資。

盧比歐坦言，美台深化合作困難重重，但
為了台灣與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美台雙方必
須面對問題，因為讓北京繼續在政治、經濟上
對台灣施壓的代價太高。他指出，北京從未掩
飾孤立台灣的企圖，以經濟脅迫他國與台灣斷
交、霸凌包括美國航空業者在內的企業變更對
台灣的標記、阻礙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但不論
北京採取何種脅迫手段， 「現在是美國與台灣
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了」。

中國加入WTO至今 加州流失65萬工作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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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將

把150個集裝箱的外國塑料垃圾退回輸出地，

這批垃圾總共重達3737噸。

20日，大馬能源、工藝、科學、氣候變化

及環境部楊美盈表示，上述退運的洋垃圾中將

被退回至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

地區。

楊美盈表示，這批洋垃圾退運後，仍有

110個非法洋垃圾集裝箱滯留在大馬，其中來

自美國的最多，有60個。她說，政府將繼續與

美國政府合作，確保來自美國的60個集裝箱垃

圾能盡快運回。

其他的垃圾集裝箱當中，來自加拿大的15

個，日本14個，英國九個，比利時18個，墨西

哥、匈牙利、法國及牙買加各壹個。她表示，

“所有集裝箱估計至少還需半年時間才能完全

退回。”

楊美盈說，對於任何沒遵守《巴塞爾公約

》中“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條例

而非法進口到大馬的洋垃圾集裝箱，當局都將

壹律退回，以免大馬成為“垃圾國”。

“運回來源國的過程快慢，取決於來源國的處理速度。

大馬政府得到法國及英國政府的配合，所以很快就將大部分

集裝箱退回這兩個國家。”

她強調，政府退運這些洋垃圾時不會承擔任何費用，相

關費用須由進口商或船運公司承擔。

楊美盈透露，環境部除了在各港口把關，2019年也聯合警

方、移民局、地方政府及國能等機構，到全國393家合法及非

法工廠展開執法行動，其中218家工廠被勒令關閉或停工。

日口永良部島火山或將噴發？
火山口正噴出白煙

綜合報導 位於日本鹿兒

島縣的口永良部島火山已發生

了多起火山性地震，日本氣象

廳目前將此處的火山噴發警戒

級別設置在2級，並預測火山

口周邊3公裏範圍內有發生滾

石和火山灰的風險。

據氣象廳預測，口永良

部島火山口周邊 3 公裏範圍

內，在當地時間21日 12時至

22 日 6 時可能會發生火山噴

發引起的滾石和火山灰，

氣象廳呼籲當地民眾需要

提高警惕，壹旦發生噴發

，需要迅速到房屋內等地

進行躲避。

目前，日本放送協會

(NHK)正在對口永良部島火山

的最新情況進行實況轉播，據

現場的視頻看，目前火山口處

正持續冒出煙塵。

國際原子能機構結束
對日本原子能規制委檢查工作

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

構(IAEA)專家組結束了圍繞日

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組織運營

等情況在東京實施的檢查工

作，並公布結果。規制委根據

2016年的檢查結果修改了制度

，變為允許檢查官隨時自由進

入核能設施，專家組在評估文

件中就此指出“取得大進展”

。此次檢查從15日啟動。

另壹方面，在公布結果後

的記者會上，專家組負責人哈

馬爾(Ramzi Jammal)稱：“(規

制委)未與產業界進行充分交

流”。他指出，需要在積極從

核能單位獲得安全相關信息的

基礎上，做出提出改善建議等

措施。

此外，評估文件中要求規

制委等加強(核能設施等)工作

人員的幅射防護相關管制，以

及為防備運輸放射性物質時發

生緊急事態而實施定期訓練。

據報道，壹同出席記者會

的規制委委員長更田豐誌稱：

“推進改善工作的檢查制度得

到高度評價，令人非常高興。

我們將為切實實施而努力。”

該檢查是國際原子能機構

應成員國要求，而實施的“綜

合監管評審服務”。

2016年的檢查中，國際原

子能機構共提出26項勸告和建

議。根據以往的檢查制度，檢

查官無法自由進入設施，2020

年4月起將采用新制度。

韓媒：韓國國務會議審議通過韓朝聯合申奧計劃
綜合報導 韓國國務會議審

議通過韓朝聯合申辦 2032 年奧

運會的計劃，預計後續程序也

將提速。

國際奧委會去年開會決定壹

改以往各城市激烈競爭的方式，

而是采用奧委會親自物色舉辦地

的方式，韓國江原道成功申辦

2024年冬青奧會便是第壹例。

韓國政府計劃與朝方協商制

定韓朝聯合申奧計劃，共同籌備

迎接奧委會視察評估，增進韓朝

在各大體育賽事中的交流合作，

並與國際奧委會積極開展面向國

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宣傳活動。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介紹，

待企劃財政部年初完成支持申辦

國際賽事所需的程序，國內程序

將告結束。屆時，首爾將獲得候

選申辦城市的法律地位，朝方的

申辦城市是平壤。

目前，國際奧委會尚未發布

2032年申奧日程安排，奧委會主

席巴赫表示，年內不會決定。

日環境相反對日企在越南建火電廠
擔心汙染環境

綜合報導 日本環境相小泉進

次郎在日本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

，對三菱商事參與的越南煤炭火力

發電站建設計劃表示反對，認為此

舉會汙染環境。

據報道，雖然沒有阻止該業務的

權限，但小泉認為此舉不利於緩解全

球變暖，他表示，“在飽受國際社會

的批評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此

舉)得不到國民和國際社會的理解。”

報道稱，日本政府的方針是，

只要滿足引進最先進發電設備等壹定

條件，就可以支援發展中國家修建煤

炭火電站。不過，小泉此次的表態有

可能被指與內閣的意見不壹致。

據介紹，三菱商事子公司等計

劃在越南修建“永昂二期”煤炭火

電站(2座機組，共計120萬千瓦)，

國際合作銀行(JBIC)和日本國內的

大型銀行考慮對其融資。

對小泉的表態，三菱商事表

示，“無法就個案作出回答，除

已著手開發的案例外，不打算推

進新的煤炭火力發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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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香港經濟模式側重於服務業，導致產業單一化，政府近年積極
推動“再工業化”。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政府由2015年提倡再工業化，到真真正正有支持是2018
年施政報告。整體來說業界對再工業化的氣氛良好，隨着近屆政府的推
動，有部分廠家已回流香港，尤其是新興工業例如食品加工，高端製造
業例如電子零件等，不少廠商對回流香港設廠反應正面。”

“madeinhongkong”最值錢
葉中賢認為，電子零件、食品、珠寶和環保，是香港再工業化的行

業趨勢。一是內地整體營商成本上漲，港商在港如利用自動化生產和先
進製造技術，部分行業整體成本可以低過內地。二是如食品行業，在香
港生產最大好處是有“madeinhongkong”的嘜頭，香港製造對內銷來說
就是品質保證，這在高端珠寶行業也有相當好的宣傳效果。他說，高端
珠寶業界已在積極考慮回流香港生產，同時業界亦與本地一些院校合作
培育新的技術人員。

環保工業發展研究可行性
葉中賢相信，環保工業也會是香港再工業化的熱門行業，因為隨着

內地對進口廢料實施嚴格管制後，香港的廢料不能輸入內地，需要在香
港處理，他留意到有本地公司有興趣做廢料回收，工總會積極與政府研
究在港發展環保工業的可行性。不過環保工業與其他高端工業不同之
處，是需要大面積的地方設廠，而人才方面由於香港過去十多廿年工業
式微，人才出現斷層，需時培訓新人才。

港仍有相當數量傳統工業
除了拓展高端工業之外，葉中賢認為傳統工業如印刷業、鐘錶業、

玩具和塑膠潛力也不容忽視，原因是這些行業在港生產的廠商仍有一定
數目，且發展得相當成熟，政府提倡再工業化，為傳統工業在技術和資
金層面提供支援，香港傳統工業也希望升級轉型，追上時代步伐。

香港目前的經濟結構以地產、金融和旅遊為主，但葉中賢
指，香港有不少年輕人投身創科及製造業，不過不是在香港
做，而是在大灣區做。那麼香港再工業化與大灣區在製造業
上是否競爭對手？葉中賢認為：“香港屬於前期設計、
前端製造的開發基地，而內地是密集生產的工廠。例
如廣州，除了是一個大商業城市之外，也是一個物
流中心，與香港的物流中心也可以互相匹配，
香港與內地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崗位，能達到
互補不足。”

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葉中
賢認為廠商要有效率地回應市場變
化和迅速地接收訂單，運用新科
技如雲端科技和加入工業4.0
元素是全球趨勢，雖然香
港廠商未必能夠一下子
去到工業4.0，但前
提是不要與國際
市場脫節。

■李錦雄稱，香港的生產
線已達到全自動化，生產
的機器佔地不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殷考玲）有廠商指
出，內地招工難，營商成本近年持續上升，加上貿易壁
壘，在內地設廠的優勢正日漸減少，香港如以機器“換
人換地”（自動化生產代替人手及節省土地），可令成
本大降。同時在香港製造，能更快回應市場需求，成為
一種優勢。

回流有利產品出口
深圳港企嘉瑞國際控股參與的國家智能鑄造產業輕

合金創新中心副總經理張威龍表示，內地很多企業出現招
工難，許多資源和成本也與香港逐步接近，內地的稅費複
雜，費率也高過香港，環保費用成本較香港高。香港是國
際自由貿易港，企業訂單、生產和採購資源豐富，在中美
貿易戰背景下，工業回流有利產品出口美國。相信隨着工
業製造實現智能化和自動化，可解決香港人手和土地成本
貴等問題。當許多港企回流後建立不同類型生產線，形成
產業鏈，將來就更易實現智能化和無人化生產。

香港晶體專門生產石英晶體儀器，由創辦人李錦
雄於1991年成立，至今已有逾28年歷史，目前主要生
產5G基站所需要的GNSS同步時鐘，李錦雄指出，該
產品有三分一的工序在惠州的廠房製造，其餘三分二
工序會在香港位於葵涌的廠房生產。香港的生產線已
經達到全自動化，屬於人工智能生產、電腦監察品
質，生產的機器需要的佔地不多。

李錦雄解釋選擇將部分工序留在香港，是因為香
港一直有研發團隊和生產設備，加上香港工程師技術
保密意識也相較內地為高，香港的知識產權保障也較
完善，另外產品如需更改設計，在港的研發團隊可以
快速作出調整。他又稱，日後惠州和香港廠房會各有
分工，惠州廠房會主力生產中低端產品，香港廠房則
會生產高端產品。

逢發織造是香港紡織工業的老品牌，成立於1952
年，做傳統紡織品起家，近年積極開拓創新技術，成
功由傳統紡織工業轉型至高端紡織製造，2017年創立
100%香港品牌智能發熱針織產品。逢發織造總監郭志
雄也道出在香港生產的好處，“一件產品由研發到生
產，時間可以更快，因為我們的產品在香港生產，在
葵涌有廠房，同時有不同的合作夥伴，例如產品測試
的合作夥伴也是在香港，故此推出產品的時間可以做
到與季節同步，如發熱頸巾2018年已完成測試，2019
年配合天氣如12月轉凍便可以推出。”

更快回應市場需求

■葉中賢稱，不少廠商對回流香港設廠反應正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威龍稱，當港企回流形
成產業鏈後，就更易實現智
能化和無人化生產。

李昌鴻 攝

工業 救港之 為什麼4.0

回流香港設廠，或擴充香港的工廠產

能，無可避免面對土地、人力成本以及人才

等問題。多位廠商在採訪中都異口同聲指

出，“再工業化”並非單純將內地的工序搬

回香港，而是配合創新科技的使用，走向高

端及智能製造，可以克服土地及人力成本等

問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表示，在自

動化生產方面，電子零件在香港的生產成本

甚 至 低 過 內 地 。 此 外 “madeinhong-

kong”亦具很好的增值效果，不少廠商對

回流香港設廠反應正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港產
優勢

口碑好高增值
WH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雖然政府大力推動再
工業化，但廠商回流香港設廠仍面對一些困難。香港科技
園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就指，工
業4.0講求高增值、高技術，生產過程會配合人工智能、
物聯網、大數據，所需的廠房面積不用太大，反而配套設
備更為重要，例如有否5G技術的應用。

他解釋，在革新產品和生產程序時，很多製造商根
本沒有資源，沒有設備或技術方案可用，自己也沒研發能
力可以搞一套設備來，政府正正看到這些“再工業化”的
障礙，才陸續推出不同措施應對，而科技園在各工業邨的
基建就是針對善用土地，為廠商提供所需設備。

另一方面，缺乏研發人才也是廠商面對再工業化
的問題之一，查毅超稱，政府已推出“再工業化及科
技培訓計劃”，以 2（政府）：1（企業）的配對形式
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科技培訓，尤其是與“工業
4.0”有關的培訓。另外，他續指位於科學園內，明年
落成的“創新斗室”（InnoCell）是首個支援創科社群
的住宿項目，希望吸引更多人才赴港發展，藉此彌補
從事研發“工業4.0”專才不足的缺口。

由傳統紡織工廠發展到自動化環保紡紗廠，龍達
主席曹惠婷並不擔心人才方面的問題，“本地大學研
發能力強，但將創作意念轉化成可實行的商業模式香
港就做得很差。”她說，“早幾年我到新加坡考察一
個投資項目是做半導體，我見他們的管理層時都感到
好驚訝，因為有超過一半管理層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畢
業生。我問他們為何不在香港做，他們均異口同聲說
香港沒有commercialization(商業化)的條件和支援。”

曹惠婷稱，當時感到好可惜，在香港成功研發的產
品，竟然要到新加坡落戶生產，香港就此失去一個成功項
目。曹惠婷認為，香港要實行再工業化，如何將研發成果
轉變成可實行的商業化，也是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

關注有否足夠配套設備

•研發能力強

•迅速回應市場需求

•本地大學提供科研人才

•知識產權體制較為完善

•“香港製造”產品具優質形象

• CEPA給港製商品享有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

•產業配套不足

•香港廠商規模下降

•市場開拓難度加大

•缺乏長遠工業政策

•工業用地不足、成本高

•鄰近地區如珠三角、新加坡競爭

優勢

面對困難

■香港鐘錶珠寶
設計實力強。

香港再工業化的香港再工業化的
優勢及面對困難優勢及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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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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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輝談經營風險及應對辦法元朝輝談經營風險及應對辦法
風險 應對

經營風險

選擇的業務靠不靠譜

貨幣匯率(美元、當地
貨幣、人民幣)波動

了解當地人的喜好，如選擇性
價比高的優質國產輕工業產品

採用人民幣結算會減少匯兌
波動

政治風險
政權更迭或引致政策
改變 找當地人做合作夥伴

法律風險 法律制度不同 找當地人做合作夥伴

文化風險
找當地人合作、多了解當地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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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情緣賜契機 成就中亞電商

■絲路城集
團在中亞地
區的驛站。

■絲路城集
團在阿拉木
圖 的 海 外
倉。

■■元朝輝元朝輝（（右右））
與哈薩克斯坦的與哈薩克斯坦的
阿妮塔相戀後阿妮塔相戀後，，
萌生了萌生了““做電做電
商商””的念頭的念頭。。

80後的中國小伙元朝輝或許從未想過，因為一段跨

國愛情，自己的生意居然會做到哈薩克斯坦。他或許更

未料到，因為“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良機，自己的跨

境電商事業會發展得如此紅火，年貿易額直逼10億元

（人民幣，下同）。從2015年成立公司至今，元朝輝

順着“一帶一路”的方向，在心中謀劃着一個巨大的

“絲路城”藍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圖：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營營 商商 心心 得得

投投 資資 者者 言言 “做電商，最核
心的是要解決信息

流、物流和資金流。”元朝輝坦言，像阿里、
京東、亞馬遜這樣的電商巨頭，一切都不是
問題，運營已經非常成熟。而對於絲路城集
團來說，目前信息流和物流已經解決，但仍
缺一些金融工具，期待通過供應鏈金融進一
步撬動更大的市場。

“我們有很多小的合作供應商，他
們把貨鋪出去，從運出去到銷售完有一
定周期，因此資金壓力較大。”他說，
如果能有金融助力給這些小企業貸點
款，將有助於他們輸出更多貨物。目前
絲路城集團已通過中國進出口信用保險
公司承保，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供
應商的風險，但仍少有銀行願意為這些
中小企業發放貸款。

為幫助合作的中小企業降低成本，元朝
輝正與相關部門加緊對接，擬合資成立公司，
以中信保為保障，然後撬動銀行資金，讓生
產製造商能第一時間拿到錢。“對中小企業
來說，現金流更重要。如果能及時回收現金，
貿易量就能大幅提升。”

中小企走出去 離不開政府支持
據介紹，如今中亞地區的基礎設施條

件不斷改善，但仍需進一步提升。為了降
低風險，元朝輝認為，在當地做生意，最
好的方式就是中企抱團出海。

他說，帶動更多中資中小企業“走出
去”，一定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不論是
政策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了政府牽
線搭橋，才能推進得更快更好。”

■記者 張仕珍

�&�&2�&�&2�&�&2

“2019年5月 28日，我們發
了陝西省第一個全

電商的中歐班列，42列車廂包含各種各
樣的貨物。如今，我們基本每月都有一
整列的電商貨物從中國發往中亞。”談
起2019年公司的運營情況，陝西絲路城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元朝輝言語中掩
飾不住地興奮，“截至9月份，我們已經
賣出了近7億元的商品，全年貿易額突破
10億元毫無懸念。”

2007年，元朝輝和來自哈薩克斯坦
的姑娘阿妮塔在古城西安相知相戀。因
為看到阿妮塔每次回國時都為親朋好友
代購物品，他便萌生了“做電商”的念
頭。於是，計算機專業出身的元朝輝在
社交網站上建了一個代購點，讓外國顧
客可以在網站上提交購買需求。後來，
他和阿妮塔又在哈薩克斯坦開了一個小
店，顧客通過進店瀏覽電腦圖片選貨下
單，再從中國發貨。但最初創業舉步維
艱，亦令元朝輝吃盡了苦頭。

情歸哈薩克 代購變事業
“當時我們沒有庫存，僅憑幾台電

腦和產品圖片做生意。”元朝輝說，顧
客選定物品後，他再聯繫內地商家採購
發貨。“當時沒有中歐班列，運輸只能
靠汽車，但汽車通關特別慢。”他舉例
稱，如果有東西要運到哈薩克斯坦，用
汽車從西安拉到邊境可能只需3天，但是
貨物從邊境清關的時間就不確定了，可
能需要30天。“而且汽車費用高，倒來
倒去還容易丟東西。”因為時效問題，
顧客退單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於初創期
的小企業來說，丟單退單無疑雪上加
霜。

但這種“新鮮”的購物方式也吸引
了越來越多的當地消費者，令元朝輝的
小店在當地有了名氣。2015年，藉“一
帶一路”建設的東風，元朝輝在西安註

冊成立了西安絲

綢之路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絲路城集團
前身），正式開啟自己的跨境電商之
路。隨着從西安出發的中歐班列“長安
號”實現常態化運營，物流時效問題讓
元朝輝鬆了一口氣，然而，新的問題又
出現了。

“我們銷售的東西有些是帶電的，
但內地的火車和飛機貨運都不允許拉帶
電產品。”這種情況下，要麼選擇汽車
貨運；要麼將產品的電池取出來，到海
外倉以後再在當地買電池。“特別麻
煩，但沒辦法。這些問題我們已經呼籲
了很久，然而至今為止也沒有解決。像
藍牙耳機這樣的產品，電池摳不出來，
我們只能選擇汽車運輸。”好在隨着對
當地市場的熟悉，如今通過建設海外倉
提前備貨縮短了物流時間，即使是汽車
運輸也較好地規避了風險。

東方聚貨源 西面建貨倉
除了物流問題，在創業之初，因為

是小本經營，自己進貨自己賣的模式也
難以招架，“進貨需要墊付大量資金，
這也是個大問題。”元朝輝告訴記者，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從2016年起加速
在內地尋找合作廠家。在西安市相關部
門的大力支持下，合作廠家越來越多，
墊資進貨問題也迎刃而解。

如今，與中亞當地的電商相比，貨
源充足成為元朝輝的最大優勢。在絲路
城集團位於西安的展廳裡，展示着公司
出口到中亞的商品和從中亞進口的商
品。記者看到，出口商品包括電飯煲、
電熱水壺、電熨斗、水杯、手機殼、吹
風機、母嬰用品等，進口商品則包括蜂
蜜、果汁、紅酒等。

元朝輝說，以俄羅斯、哈薩克斯坦
為代表的俄語地區，輕工業比較落後，
性價比極高的中國製造在當地廣受歡
迎。“我目前整合的內地供應商已有300
多家，90%以上貨物來源於珠三角、長三
角地區，涉及13大類5,000多個品種，不

論從貨物的多樣性還是數量來
講，都有充分的保

障。”

作為一名哈薩克斯坦女婿，
元朝輝在中亞的成功有着先天的
優勢，但將一個新興行業引入哈

薩克斯坦，從零起步，摸爬滾打幾年，他亦嘗盡了苦
頭。談及中企在中亞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他指需警惕四
大風險：經營風險、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文化風險。
而避免風險的最好方式就是盡量找當地人合作。

“經營風險，首先是選擇的業務是否靠譜。”元朝
輝說，找對行業非常關鍵。對絲路城集團來講，跨境電
商因為經營貨物品類較多，且大多都是當地消費者喜歡
的輕工業電子產品，風險相對較小。但匯率問題是貿易
企業不可迴避的問題。

人幣結算 匯率較穩
他說，公司最初在中亞地區貿易交易都是用美元結

算，一旦匯率波動比較大就會提升經營風險。尤其是在
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中亞地區的貨幣兌美元和人民
幣兌美元的匯率都在波動，“兩邊的匯率同時劇烈波動
的話風險就很大了，此時用人民幣結算反而更好。”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銀行、中國工

商銀行等中資銀行都開始在中亞開設支行，目前哈薩
克、俄羅斯當地的企業也可以開設人民幣賬戶。“一些
客戶甚至主動提出要用人民幣簽合同，因為人民幣與當
地貨幣的匯率一直比較穩定。”

政權更迭 易招損失
相較於經營風險，政治和法律的風險其實更大。元

朝輝提醒，國外和中國國情不同，企業外出發展尤其需
要注意這兩方面的風險。

2019年3月哈國總統突然辭職，當時在中資企業內
還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大家都很擔心，因為不知道下
一任總統會實施什麼樣的政策，對中企的態度如何。”
害怕政權更迭會推翻前任的政策，對企業造成損失。

此外，因為各國法律制度完全不同，法律方面所帶
來的風險也不可小覷。“由於不了解當地法律，很多中
資企業都吃過虧，即使找律師也難打贏官司。”

元朝輝又表示，在文化差異上，中企“走出去”亦
應加強了解，避免因文化習俗等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不論是在生活方面，還是業務方面，我建議盡量
在當地尋找好的合作夥伴。”

“在當地做生意 中企宜抱團”
警惕四大風險 宜尋當地人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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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地址:1211 Upland(#C)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398-2583 / 電郵:israelyk@yahoo.com
主任牧師：Israel Kang 康以色列 牧師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週日10:30AM
週五8:00PM
週三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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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Lilium by Gitone就像在參觀藝術展，原來這裡是結
合了藝術及美食的地方，店舖的擺設裝飾典雅而富有藝

術色彩，室內滿佈畫作、手造陶瓷器皿及擺設，連天花上有
投影畫面，似流動裝置藝術，輕鬆悅目。場內的現代藝術畫
作和陶瓷藝術品形成不少打卡位，再加上餐桌用具都色彩豐
富，仿水墨畫印在碟子上，在這裡吃東西除了味覺的享受，
還有視覺的享受，悠閒舒適。

最近，想找香港九龍的新地標應該要數是位

於尖沙咀核心地段的新世界維港文化匯（Victoria

Dockside），它包含K11人文購物藝術館（K11

Musea）、商場、K11寓館、寫字樓、酒店，它毗

鄰梳士巴利花園、香港藝術館、星光大道和香港

太空館。配合維港文化匯的風格，進駐商場內的

商店、食肆都是較高格調的，記者走訪了其中一

間剛剛開業，位於K11人文購物藝術館5樓，藝術

餐飲文化匯聚的店Lilium by Gitone 。 採訪︰焯羚

■■黑松露野菌濃湯黑松露野菌濃湯

■■陶藝製作體陶藝製作體
驗工作坊驗工作坊

■■陶藝製作體驗工作坊的陶陶藝製作體驗工作坊的陶
藝品可供客人買回家的藝品可供客人買回家的。。

藝術餐飲文化匯聚藝術餐飲文化匯聚
視覺味覺雙重享受視覺味覺雙重享受

既好看又好吃情侶知己共聚
Lilium by Gitone的餐飲特

別挑選一班年輕精英廚師，以各
地及本土優選材料並以無國界創
意烹調製成，無論特色小食如
“大閘蟹法式酥盒”、“鮑魚雞
蓉花皮意大利雲吞”，老少皆宜
的“甜豆濃湯”、“慢煮帶子青
醬手打意粉”，特色主菜如“煙
薰韓牛柳配昆布鹽麴”、“西班牙緋紅蝦香烤八爪魚配XO醬”，
甜品如“Vegan 糕點”等，每款都相當精緻，都是既好看又好吃，

用餐者讚不絕口。當晚，更有
Terence親自做的是，Terence
以自家浸的梅酒來炮製的“Ti-
ramisu意大利提拉米蘇餅”，
非常好味搶手，一下被吃光。
如此有格調的餐廳，最適合情
侶拍拖或一班好友知己共聚，
選擇在這充滿藝術氣息情調
中，共同享受嶄新的飲食文
化，給人挺有品味感覺。

藝術源於生活美食樂在分享
細問一下，原來老闆是畫家及收藏家李

梓良（Terence）及夫人莊蕙聞的精心傑
作，店名源自Lilium百合花，寓意平安喜
悅，Gitone是Terence二十五年前創辦梓桐
堂（Gitone）的意思。

夫妻一貫理念是“藝術源於生活，美食
樂在分享”，因而開拓這一藝術飲食文化匯
聚店。

店內專門闢開一部分地方提供陶藝製作
體驗工作坊，適合不同年紀人士體驗陶藝製
作。

■■鮑魚鮮雞雲吞鮑魚鮮雞雲吞．．燒烤燒烤
菇菇．．雞清湯雞清湯

■■慢煮帶子配墨汁脆片慢煮帶子配墨汁脆片

■■西班牙緋紅蝦香烤八爪西班牙緋紅蝦香烤八爪
魚配魚配XOXO醬醬

■■燒帶子配羅勒青醬意粉燒帶子配羅勒青醬意粉

■■大閘蟹南瓜薑汁意粉大閘蟹南瓜薑汁意粉

■■TerenceTerence以自家浸的梅酒來以自家浸的梅酒來
炮製的炮製的““TiramisuTiramisu意大利提拉意大利提拉
米蘇餅米蘇餅””

■■魚子醬小盒魚子醬小盒．．大閘蟹酥皮盒大閘蟹酥皮盒．．
荔枝紅咖喱牛肉小撻荔枝紅咖喱牛肉小撻．．矮瓜紅菜矮瓜紅菜
頭多士頭多士．．番茄羅勒小撻番茄羅勒小撻

■■李老闆對年輕的廚師十分滿意李老闆對年輕的廚師十分滿意。。

■■餐廳環境充滿藝術感餐廳環境充滿藝術感

■■老闆老闆TerenceTerence和陳圖安和陳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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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萬平方米車間 員工不到百人 產品運輸裝配無人化

未來以自動化取代工人
不 斷 進 化

據介紹，浪潮濟南智能
工廠裝備有六大核心信息系
統，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的

手段，實現了人與設備、設備與設備、設備與訂單、工
廠與供應鏈之間的數字信息互聯協同，讓產品從訂單到
交付全流程智能化操作。從2016年正式投產至今，浪潮
濟南智能工廠像有“生命力”一樣不斷進化。兩條柔性
生產線的模塊在不停變化，自動化系統在不斷更新，人
員亦將不斷減少。

擬建無人智能機械系統
“從前倉庫的保管員可能需要20多個人，現在的智

能倉庫只有6個人。我們在評估把這6個人也給省掉，安

排機械手來進行抓取。”羅希望說，未來一兩年智能工
廠的工人會越來越少，整個工廠或會變成一個完整的無
人智能機械系統。

“包括人工去按壓內存的、人工去裝硬盤的工位，你
明年過來看，應該都在使用自動化的設備。”在他看來，
這也是信息化智能製造的發展趨勢。“現在人工的成本越
來越高，未來製造業的成本應該是靠自動化來降低的，特
別是服務器製造行業一定是向自動化方面高度集成。”

中國政府2015年發佈的《中國製造2025》，明確將
智能製造作為主攻方向。而浪潮智能工廠已被樹立成為
內地智能製造的標杆之一。數字顯示，浪潮服務器出貨
量位居全球前三、中國第一，在中國人工智能服務器市
場份額超過50%。

來回穿梭的智能AGV激光牽引叉車、不停揮舞機械手的智能機器人、自動化立體倉庫

和恒溫恒濕恒壓檢測中心、機器人8分鐘完成2個人1小時的工作……位於山東濟南的浪潮

服務器智能柔性生產基地，實現了從柔性化生產到交付服務的全過程智能化。作為中國第一

個信息化高端裝備智能製造工廠，該基地通過物聯網、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最新IT

技術，把“定”與“智”深度結合，在業界首次實現了服務器生產製造從大規模標準化向大

規模定製化模式的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浪
潮
智
能
生
產
線

走進浪潮智能工廠，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正在運轉的各
種智能機器人，2.1萬平方米的車間只有近100個工

人。很難想像，自2016年投產以來，這家工廠交付了服
務全球電子商務、移動社交、短視頻等各類雲服務產業的
數百萬台服務器，支撐了雙十一、春運等幾乎所有國內大
流量、高負載的高光時刻。

據浪潮高端服務器產業基地生產部制程工程師羅希
望介紹，智能工廠的產品生產周期從18天縮短至5到7
天，人員減少75%，生產效率提升了逾30%，良品率達
99.6%。

柔性生產線化整為零
濟南浪潮智能工廠由2條柔性智能生產線、1座智

能立體倉庫、智能老化中心、8大嚴苛品控實驗室和智
能現代化的物流中心五大核心部分組成。在浪潮的全球
產能中，浪潮的定製化產品和高端服務器基本來自於浪
潮智能工廠。

據羅希望介紹，智能工廠把柔性生產線化整為零，
分為計算、管理等10個獨立節點，分別由獨立的系統
來控制，每個設備員負責不同的節點即可，兩條柔性生
產線可同時兼容10個不同產品並行生產，無需換線等
繁雜準備。而由空中運輸線、智能激光引導運輸車等組
成的裝配環節，則完全實現運輸搬運的無人化。僅此環
節，即節省了逾30個工人，工作效率亦大大增加。

“我們設立了六大智能信息系統，它們給所有的硬
件賦予生命，然後在人工的干預之下，把物料準時運到
所需要的員工面前，把機器送到指定的位置，通過數據
的互聯互通來保障了整個工廠的有序運行，實現全流程
自動化控制。”羅希望說。在其看來，軟硬件系統搭建
了整個智能工廠的生態。

智能機器人節省人力
在生產區域中部，記者看到幾個大型智能機器人正

在作業，其中一款自動入櫃機器人格外引人注目，與其
他機器人有所不同，這款智能裝配機器人有一個直徑約
30至40厘米左右的機械手。

“為了讓機器人具備人手一樣柔和的功能，我們加
了很多傳感的裝置，包括加了一些光學的元器件。因為
每一個產品的平衡度都不一樣，甚至每一個產品裡面每
一個槽位都不一樣，它會對每一個槽位進行拍照取值，
經過後台模擬計算調整高度和寬度，再確定怎麼插入，
相當於系統重新建立模塊，與以往大規模生產只需一套
模型完全不同。”

據羅希望介紹，這道工序以前需要兩個工人用同等
力度進行作業，完成一次需要40分鐘左右，現在機器
人只需要6分鐘。與人員操作相比，機器人的標準化操
作動作可以減少人員用力不均造成的節點撞傷損壞，達
到節點入櫃的零缺陷。

在自動入櫃機器人不遠處，是智能分揀機器人和智
能鎖附機器人。他們的共同點都是通過物聯網技術對產
品批次識別後分揀或裝配，節省人力同時提高工作效
率。比如智能鎖附機器人8分鐘能完成130顆螺絲的鎖
附，這樣的工作量2個工人全力做也要1個小時才完
成。

可
以
可
以
二二
變
十十

▲浪潮自動入櫃機器人。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浪潮智能工廠的兩條柔
性生產線可同時兼容十個
產品並行生產。

殷江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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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31
）晚宣布，我國已成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
毒株，將是未來自行研發藥物、疫苗的重要基礎
。

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說，我
國現已成功分離出新冠狀病毒的病毒株，可以養
出活的病毒；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疾管署副署
長莊人祥則解釋，分離出病毒株代表可以進行更
多的研究、培養，以及發展疫苗、治療藥物及開
發新藥等，病毒株的功用很多、可說是非常重要
。

此外，莊人祥說，國內有很多實驗室和醫院
都有採樣病毒檢體，很多醫院也已有分離病毒株
的能力，他不能透露是國內哪個單位成功分離出
病毒株，只能說 「不是疾管署」。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黃立民說，我國分
離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毒株，顯示台灣在防疫工
作上與國際同步，可以說是已取得相關材料，
「往後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包括研發

診斷試劑、抗病毒藥物、疫苗等，其中以研發診
斷試劑可以最快出來，因抗病毒藥物、疫苗等還
可能需要相關研究、動物實驗、人體臨床試驗等
，進展會比較慢。

黃立民表示，若能順利研發診斷試劑，可以
針對疑似或較不易診斷的患者加快診斷速度，或
是當疫情趨緩後，可以進行相關研究，找出曾經
感染病毒的族群，讓後續的疫情調查更為完整。

此外，黃立民說，SARS疫情時，台灣已成
功分離出SARS病毒的病毒株，但因當時全球都
不了解SARS病毒，因此完成分離的時間較慢，
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已知是新型冠狀病毒引起，因
此分離出病毒株的速度相比SARS時期較快。

防漏網之魚 調整通報定義
另針對第10例個案的通報時程，有人質疑為

何當時醫師沒有通報，對此陳時中解釋，該案例
於本月12日自武漢返台，21日出現咳嗽、流鼻
水症狀，隔天、22日再到診所就醫，被診斷是感
冒，因其症狀十分輕微，且不符當時的通報定義
，所以醫師沒有通報。

陳時中也說，明（2/1）起武漢肺炎通報定
義將再度放寬，只要有中國湖北省旅遊史，或接
觸自湖北省返國且有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者，就
醫時發燒38℃以上，或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原先
是發燒38℃以上且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即應立即
通報。

【武漢肺炎】成功分離出病毒株
台灣自行研發疫苗現曙光台灣自行研發疫苗現曙光

台灣衰被當中國！2/2起禁飛義大利 華航取消2羅馬航班

（中央社）國內流感疫情仍在高峰，疾管署今（1/31）公布
最新統計，自春節除夕到初五各醫院急診類流感就醫人次，共累
計39443人次，與2018年相當，但為近5年同期次高，其中以初
二就醫人次最高達9211人次。疾管署表示，目前正值寒流來襲
，全台急凍，一旦出現發燒、咳嗽、肌肉痠痛等流感症狀，應速
就醫，以防病情惡化導致意識改變，增加重症風險。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說，疫情監測發現，現在社區流感病毒
以H1N1為主，患者比例約占84.5%，據去年（2019年）10月起
今年（2020年）1月27日流感併發重症病例統計，一共累計771
例，年齡層以65歲以上為主，比例約占4成2，其次為50至64歲
占比為3成2，其中9成8重症患者未接種流感疫苗，8成有慢性
病史，死亡病例已累計56例。

疾管署防疫醫師林詠青說，若依上周（本月21至27日）橫
跨年節時期統計，流感重症患者共61人，年齡層為1歲至94歲
，其中46人有慢性疾病，56人未接種流感疫苗，經過審查因流
感重症死亡人數有13人，全因感染H1N1流感病毒且合併肺炎病
逝，年齡分布為47歲至97歲，其中12人有慢性或其他疾病，而
未接種疫苗者也達12人。

林詠青說，特別的是在13名死亡個案中，有名家住中部的
80多歲女子於去年11月初曾接種流感疫苗，但仍不幸感染流感
病逝，她也成為本季流感季死亡病例中，唯一曾接種疫苗卻死亡
的案例。

林詠青認為，該名女子接種流感疫苗卻不幸病逝，主因是她

有慢性肺部疾病及癌症病史，去年年底出現發燒、咳嗽有痰等類
流感症狀，但發病4天後出現呼吸急促、意識不清等流感重症危
險症狀，緊急送往急診搶救，經檢查女子已有雙側肺炎、腎功能
異常、心肺衰竭，最後於入住加護病房，以抗生素、抗病毒藥物
治療，但治療不如預期，於住院第5天因心肺衰竭併發肺炎最後
病逝。

林詠青呼籲，若是年齡大或慢性疾病者，一旦出現類流感症
狀應特別注意，若是併發呼吸急促、呼吸困難、意識不清等症狀
，務必緊急送醫治療。

莊人祥指出，本季流感疫苗施打已施打558萬劑，目前還剩
有46萬劑，呼籲符合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資格者應盡接種，若9歲
以下幼兒第1次接種流感疫苗，必須間隔4周後接種第2劑，才
能獲得完整保護力，也鼓勵未具公費接種資格者自費接種，以獲
得保護力。（沈能元╱台北報導）

消費者嫌口罩價格貴 疫情中心：業者須自負物流等費用
為緩解口罩缺貨問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31）起

全面向業者徵用口罩，
但在超商通路1個賣6元，被消費者嫌貴，而政府徵用價格為1
個口罩2至3元，又被口罩業者抱怨徵用價格偏低，讓疫情指揮
中心兩面為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說
，這次武漢肺炎疫情，口罩業者必須負責把口罩送到超商物流系
統，其管銷、物流等費用自付，甚至是超商店員的分裝費用等，

因此價格一定與平時價格會有所差別。
超商表示，就像是去餐廳吃飯，不可能只賣食材的價格，確

實如政府說的，還有物流、人力等成本費用，所以口罩的價格才
會在6至8元間。

至於店員分裝費用？超商說明，政府不會幫忙付員工的費用
，販售的價格是跟政府討論出來的，畢竟原本分裝不在店員的工
作範圍之內，有原本的事情要忙，在人力調配上就有影響，所以
才會說費用包含物流、人力。

一名了解醫材販售人士表示，疾管署依《政府採購法》公開
招標業者生產快篩試劑、口罩等醫療器材，投標價格是受投標業
者家數多寡影響，如果只有1家業者投標，價格自然就高，但隨
著投標家數越多，投標金額就會越低，且政府採購以最低價者得
標，因此才會出現1個外科手術口罩，售價竟不到1元的情形。

他指出，口罩工廠的儀器、設備、技術、材料、人力等，在
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前後沒有明顯改變，而為何沒有疫情時，不到
1元的口罩有人做，但有疫情時，業者卻覺得政府以2至3元徵用
1個口罩都覺得太便宜，主因就是現在民眾對疫情的恐慌心理，
造成口罩大賣，許多口罩業者 「恃寵而驕」擺出高姿態，希望政
府提高徵用價格。

他認為，觀察口罩製造業可以發現，平時沒有疫情時，口罩
工廠經營可說是十分辛苦，一旦有傳染病疫情爆發，業者可說是
「十年磨一劍」，一定想要多賺一點， 「這是人性、無可厚非」

。

流感高峰期未過 疾管署公布首例施打疫苗仍死病例

（中央社）台飛義大利航線遭中國疫情牽連！義大利今傳出
武漢肺炎確診首例，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發出飛航公告，指
義國禁止所有來自中國包含香港、澳門、台北航班入境，衝擊華
航羅馬航線和長榮航空即將在2月18日開航的米蘭航線，而根據
旅行社流出與華航人員對話指出，華航告知2月9日到4月28日
間航班遭通知取消，但外交部仍在爭取和澄清台北非屬中國。華
航剛剛則已宣布，2月2日及3日取消2羅馬航班。

根據FAA發出飛航公告，義大利自2月2日到4月28日暫停
往來中國所有航班，包括香港、澳門和台北地區，連帶遭波及華
航與即將開航的長榮航空恐被迫停飛。

根據流出的華航人員與旅行社對話顯示，華航人員已經通知
旅行社，指收到義大利方面訊息，義國拒絕台灣航班入境，目前
通知是2月9日到4月28日的航班喊停，外交部還在做最後爭取
，如果真的發生，團體要先取消。

華航深夜宣布，中華航空接獲義大利飛航通告，因該國健康
管理局要求，2月2日台北（桃園）-羅馬CI75與2月3日羅馬-

台北（桃園）CI76航班取消，後續航班若有調整將再行公告。
華航將協助已訂妥機位的旅客安排替代航班抵達目的地，最新航
班異動資訊請旅客多利用華航網站、下載Mobile APP查詢即時
資訊。

長榮航空則表示，目前還在等候正式通知中，目前尚未確定
。

中華民國旅行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則說，目前尚未聽說
有台灣旅行團卡在義大利回不來，也還沒統計可能受影響團數，
但台灣並非疫區，也沒有死亡案例，且台人去義大利人數不少，
義國應該知道台灣和大陸不同，政府和外交部應該要去處理，向
義國澄清台灣並非疫區，才能讓2月過後的團可以順利出發。

可樂旅遊表示，因應義大利暫停桃園羅馬航班，可樂旅遊目前共
有六團184人滯留，已緊急與華航協調利用附近替代航點安排旅
客返台。至於2月以後出發的義大利團會盡快做出因應調整。

雄獅旅遊則表示，狀況還在了解中，受影響有多少團仍在統

計。鳳凰旅遊則表示，已經接獲華航通知2月9日到4月28日取
消羅馬航班，目前有2團到3團已經出發去義大利，目前正在協
調轉其他航點搭新航或泰航轉機回台，義大利團行程仍可以繼續
走。

疫情指揮中心執行長、疾管署署長周志浩說，義大利是否停
飛台北班機，目前還在查證中，一旦確認有此情形，將交由外交
體系進行溝通。

交通部表示，義大利公告限制中港澳及我國航班進出該國飛
航情報區，因為有其他數個國家感染人數高於我國，而未受到相
關限制，故顯然與我國本身疫情無關。相信義大利政府是基於誤
解，而導致此一錯誤限制，我國正透過各種管道，向義大利政府
進行了解與更正中。

交通部表示，經由民航局下午向義方民航局反映，義方已有
修正公告允許過境航班飛航義大利，但是仍然未同意降落該國機
場，此舉影響華航羅馬航線及即將開航的長榮米蘭航線。交通部
、外交部、衛福部都一起在努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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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栅栏（Dàshílànr），即使

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想必也曾听说过

。

大栅栏在北京人嘴里读作“大拾栏

儿”，它原本是前门大街路西的一条短

街。自打明永乐帝建街以来，六百多年

，这条短街由无到有，由兴而盛，又由

盛而衰，随着京城的变化亦步亦趋。

特别是近百年来，大栅栏遭遇了义

和团的大火焚街、北洋军阀的兵变劫掠

、日本侵略者的欺凌摧残、1949年后的

合营改造乃至今日的焕然一新……几经

兴衰，它却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在一代

代北京人的滋养日益繁盛，展露出夺人

的绚丽光彩，成为京城居民和中外旅游

人士的必到之处。

大栅栏是北京文化的百宝箱。在大

栅栏，我们可以看到最正宗的北京文化

，感受到最地道的“京味儿”。尤其是

大栅栏里的“老字号”，更是丰富多彩

的北京文化的代表。今天，就让我们在

“老北京人”杨澄先生的文字中，一起

去“拜访”大栅栏里的“老字号”。

同仁堂

老字号凭什么赢

得顾客信赖？

四个大字：货真

价实。其他诸如

售后服务、态度

和蔼、文明用语

等等，都不过是

锦上添花。

老字号出名，是

因为它有独到的

名牌产品，俗称

“招牌货”。比

如，全聚德的烤

鸭，东来顺的涮

羊肉，月盛斋的

烧羊肉，盛锡福

的帽子，同仁堂

的丸散膏丹，鹤

年堂的汤剂饮片

……同样的商品

，做法、卖法各

有千秋。只有它

货真价实，童叟

无欺，博得顾客

长久的信赖，才

能叫“老字号”

。

北京的同仁堂里，都看见大堂挂着

的一副对子，可以看出同仁堂对品质的

坚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

同仁堂是全国闻名的老字号，历史

悠久。康熙八年（1669年），浙江宁波

人乐尊育，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创

办了同仁堂，俗称“乐家老铺”，后来

正名“同仁堂”：同修仁德，济世活人

。

乐家祖籍宁波，移居到北京后，几

代人都是以走街串巷行医售药为生。别

以为这个串胡同的行当简单，它要求行

医不仅能当即准确断病，而且要熟悉药

理，辨症施治，药到病除。当然，骗人

的游医除外。真正的祖传行医，送医上

门，很受一般民众欢迎。

到了乐尊育这一代，靠医道有了些

积蓄，他就在繁华的崇文门外开了一家

药店“万金堂”。他本人又在太医院谋

了个吏目的差使，从此接通了与皇宫大

内的关系，有机会从太医院收集到大量

验证过的古方和民间药方。开设同仁堂

后，按方制药，皆有奇效。

后来，乐尊育的后人当了皇差。雍

正元年钦定同仁堂为御药房供奉御用药

，并独办官药。这等于说，宫里用的生

熟药材和配制的丸散膏药丹中成药，统

统由同仁堂一家包办，它成了天字第一

号的大药铺，而且，这一办就历经八代

清帝，一百八十多年。

为皇家办药虽是一件美差，却也事

关重大，稍有差池，不是砍头就是灭门

。这养成了同仁堂用药处方不敢懈怠的

严细作风。高处不胜寒的处境，又迫使

同仁堂不得不高悬“同修仁德”的宗旨

，赢利之外，多做些扶危济贫的善事，

回报社会，赢得社会的好评和支持。

可以说，同仁堂得天独厚，获得了

我国中药宝库的丰厚资源和无人能比的

崇高声誉。同时，它也坚守了医德仁术

，从长远保护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增添

了老字号的光辉。

门框小吃街

门框胡同在大栅栏中间，路北，南

北向，对面是同仁堂夹道。胡同长约

165米，宽约3米。别看胡同小，不起眼

，当年说起北京繁华的商业街面，有口

皆碑：

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

栏；

诸般热闹都带过，难忘门框小吃全。

老北京的小吃品种繁多、口味纯正

。北京人对北京的小吃情有独钟。几乎

每天必吃，离不开，忘不了。

早点是油条豆浆豆腐脑，炒肝包子

跟米粥；晚上是硬面饽饽、肥卤鸡、羊

头肉。隔三岔五还要来碗卤煮火烧、饶

俩炸糕。逢年过节，更有应时的春饼、

粽子、月饼、元宵，一样不落，不吃还

不行。

阔别京城的海外老北京人，几十年

的梦里，最惦记的是能喝上一口烫心的

热豆汁儿，尝尝天兴居的炒肝，还是不

是早年那个味儿。

北京的小吃养育了北京人，它是北

京长久以来多民族和谐共处、文化相融

结出的果实。“小吃”其实不“小”，

其中大有文章。

老北京的小吃早先是走着卖的，挑

着挑儿，推着车儿，走街串巷，边走边

吆喝。后来渐渐分成了摆摊待客和走街

串巷两种。

也有两者兼顾的，平时推车挑担，

到处叫卖；到时候赶庙会、到厂甸挤个

地方摆摊。反正“小吃”这买卖夜夜不

得安，终年不得闲。再后来，买卖站稳

脚跟儿了，就找个合法的地方，开门设

店常年待客。

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集小吃之

大成、保四时之风采、终年不散呢？

有。早年的天桥是常年开放的小摊

集市，而门框胡同则属于精品小吃组合

，占尽大栅栏的天时地利人和，咫尺之

间方便取舍，小店相邻尝尽美味。

北京的小吃分回教门、大教门（汉

民）两路。回教门的小吃干净、讲究、

品种多。世俗流传：“回民师傅有两把

刀，一把切牛肉，一把切年糕。”这

“两把刀”在门框胡同里都有精彩的表

演。

民国年间，门框胡同南口路东，依

次有复顺斋酱牛肉、年糕王、豌豆黄宛

、油酥火烧刘、馅饼陆、爆肚杨、厨子

杨（卖年糕、炒饼、汤圆）、年糕杨、

豆腐脑白、爆肚冯、奶酪魏、康家老豆

腐、炒火烧沙、包子杨、同义馆涮羊肉

、瑞宾楼褡裢火烧、德兴斋的烧羊肉、

白汤杂碎和俊王爷烧饼等。可以说是各

种小吃云集的“宝地”。

直到今天，门框小吃街依然广受欢

迎，热闹红火。

瑞蚨祥

京城曾是帝都，长幼尊卑层次鲜明

，穿戴有谱儿，不能越界坏了规矩，讲

究“衣裳垂，天下治”。不同层次的穿

戴要求，催生了京城绸布业、服装业和

鞋帽业的发达。瑞蚨祥、马聚源、同陞

和、内联陞等店铺相继而生，扎堆前门

外大栅栏。

清末以来，老北京流传着这样一段

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

脚踩内联陞，腰缠四大恒。”可见北京

人对衣着打扮的讲究。

经查，1949年以前，大栅栏270米

，一条街共有77家开业的商店，其中鞋

帽店15家，绸布店5家，新衣庄2家，

百货店5家，眼镜店2家，钟表店4家，

金银店2家，这些店都是打扮人的穿戴

的。

另有茶叶店4家、烟铺5家、干鲜果

铺家、饮食店5家、糕点店铺2家、中西

药房11家、戏园电影院4家，这些店都

是解决人的口腹之欲和观赏要求的，可

见大栅栏的一切全是着眼于人们的日常

需求。

当时在大栅栏的所有商铺中，属于

瑞蚨祥的就有好几家，比如瑞蚨祥绸布

店、瑞蚨祥皮货店、瑞蚨祥西号，占地

之大、门脸之气派、无与伦比。

瑞蚨祥是蜚声中外的大商号，位居

京城绸布业“八大祥”之首，辉煌时期

，瑞蚨祥在大江南北开设过以绸布业为

主的108家多种行业连锁店，举世罕见

。

它从不打广告，但北京人把“身穿

瑞蚨祥”挂在嘴边，这成了京城各界人

士讲“穿”的共识与追求。这是瑞蚨祥

的诚信在市场营销中，用实实在在的业

绩赢得民心的结果。

不光如此，瑞蚨祥“货真价实、童

叟无欺”的许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儒

家“民本”的因子，浸染了世俗世风，

潜入了京味商业文化，它也率先开拓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极其难

能可贵。

它的经营理念远涉重洋漂到了美

国，引发有心人的注意。送报纸出生

的山姆· 沃尔顿（Sam Walton1918-1992

），在谈到他缔造美国零售王国沃尔

玛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揭示了一个秘

密。他说：“我创立沃尔玛最初的灵

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

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带来金

钱的昆虫。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早

的连锁经营企业。它做得很好，好极

了。”

这家“世界上最早”“好极了”的

连锁企业，就是孟雒川1893年在北京大

栅栏创办的瑞蚨祥绸布店。“传说中一

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就是“瑞蚨祥

”的“蚨”。蚨“的典故来源于《淮南

子》里面的“青蚨还钱”的故事。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瑞蚨祥

见证了北京城一百多年的盛衰变迁，如

今已成为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在四百年历史演变中，“大栅栏”

这条街衍生的大栅栏地区，包括西河沿

、琉璃厂、西珠市口等古老街巷，从中

可以找寻出，来京城寻梦的外乡人如何

以他们的才智、勇气和锲而不舍的毅力

，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商业、戏曲、出版

、新闻、收藏、古籍、民俗等京味文化

。寻访大栅栏，是解读京味文化的一把

钥匙。

在大栅栏找寻最正宗的“京味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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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
已二十餘國陸續出現確診病例。高雄市長韓國
瑜日前向中央建議，可設置大型患者收容場所
來解決問題。醫界出身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今
（2/1）受訪表示，醫療還是專業， 「不是很懂
的人就不要講」，過去那種收容所主要是應付
檢疫，並不適合目前的情形。

柯文哲上午出席北市首長共識營前接受媒
體聯訪，被問到對韓國瑜構想有何看法？柯聞
言冷笑多聲後強調，醫療還是專業，不是對這
個專業很了解的人還是少講，還反問媒體 「那
是誰教他？」。柯說： 「我覺得這樣，我不要
講他，醫療還是專業，不熟悉的領域就不要…
（多講）。」

柯指出，過去之所以需要那種大規模的收
容所，通常是應付檢疫的情況；假設今天政府

決定要從武漢撤僑，一次回來500百人，標準
做法就是要一人一間然後要分散，接著觀察兩
個星期沒有問題再放出去， 「這個叫疫情不確
定檢疫站，就算要設置也要有專業設計，坦白
講防疫就是滿專業的東西，不是很懂的人就不
要講」。

由於疫情延燒，今天在首長共識營，每位
首長進場前都被要求量測體溫、配戴口罩，併
用酒精消毒。柯認為這樣做法還是很難防範，
特別是昨天衛福部證實第十例沒有發燒只有上
呼吸道的症狀，一開始還被誤認為是感冒，所
以目前的症狀除了發燒以外，另外一個（症狀
）是上呼吸道症狀。他坦言，發燒透過檢測就
可以知道，但上呼吸道有症狀必須民眾自己主
動說明，所以只靠體溫篩檢可能還不夠。

韓國瑜籲蓋肺炎收容所
柯P：不懂醫療專業的別講話

（中央社）經濟部昨日宣布每天徵購口罩400萬片，但公文
還沒有發到所有的口罩生產業者，台南學甲區的格安德口罩工廠
今天照常出貨，下午還開放現場購買，吸引三千人大排長龍。今
下午從一點起開放三小時在工廠外販售，平面花色口罩每盒50
入，售價125元，平均每個口罩2.５元，每人限購買兩盒，但無
包裝盒，排隊截止時間為下午四點，廠外大排長龍，業者上午表
示，因為鄉親仍有購買需求，而且還未收到政府正式的公文，所
以仍繼續販賣。

經濟部昨日宣布將全數徵購國內口罩之後，預計這兩天將派
紡織產業等相關財團法人專業人士進駐各廠，即時監測產能，每
日匯報給經濟部掌控數量。對於今日下午仍有口罩工廠公開販售
情事，經濟部今表示，衛福部昨天已發文給10家業者，今天會
再發15家，如果該業者不是昨天收到的工廠，就沒有違法。

台南有五家口罩製造業者，目前每天24小時生產醫療級口
罩，最大產能可達85萬片，台南市府呼籲民眾不要恐慌搶購，
如發現有通路不當囤貨或哄抬價格，可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進行檢舉。
台南學甲區格安德口罩公司原本今天休館，廠方表示，因一

早就看見民眾辛苦排隊，基於回饋鄉親及考量尚未收到政府正式
公文情形下，內部臨時開會討論後決定趕工生產，並在下午一時
許開放給廠外排隊民眾購買口罩，中午開賣前已聚集約八百多人
大排長龍，最後累計排隊人潮上看三千人。廠方最後在四點截止
排隊，售出至少5萬片口罩。

格安德廠方今受訪表示， 「暫時沒收到訊息（公文），只知
道跟政府中衛、康那香等幾個大廠統一徵收，可能我們廠沒那麼
大，所以沒出來跟我們徵收」。該廠原本每天產能在4、5萬片
，以內銷為主，目前全力提高產能幫國家度過疫情，估日產八萬
片，但原料庫存只備一個月，現縮短到15天以下，擔心未來生
產原料不夠。

將軍區不織布大廠康那香今天也休館，但自上午七時起陸陸
續續有民眾前來詢問購買事宜，中午前至少有兩百人，但皆撲空
而返。學甲警方在同一時段分好幾個班次前來簽巡邏箱，適時維

持秩序。
康那香董事長戴榮吉指出，等收到正式公文後會全力配合。

目前一天產出可達21萬片口罩，正在想辦法增加產能，預計未
來最高日產量可達40萬片，皆優先配合中央防疫作為。

康那香表示，現階段原物料供應無虞，醫療級口罩的訂單已
排到今年六月，但為配合經濟部統一調配政策，暫時不接單，已
告知訂戶會延後出貨，等待中央進一步指示。

停止出貨的業者，則對政府以 「均一價」強制插手市場機制
感到無奈，抱怨各家品質、規模、成本不一，卻被打入 「均一價
」，還要全部拿走，有點過頭，希望中央能明訂儲備時間、配給
數量，方便廠方後續彈性消化訂單，尊重民主國家自由經濟市場
機制。

多數業者認為，防疫視同作戰，政府作法是不得不的非常手
段，但 「遊戲規則」似乎未有通盤考量，令人有點霧煞煞， 「只
能聽不能講，就算講也沒用」。

徵收空窗期！台南口罩工廠今照賣 3千人排隊搶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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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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