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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3月11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rch 11, 2020

松園居松園居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
是高端的生活護理是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Assisted Living)﹑﹑與失智照護與失智照護
(Memory Care)(Memory Care)社區社區
為長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為長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電話電話:: 832832--895895--76487648﹒﹒微信号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 pinesatbellaire﹒﹒
Email: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Email: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
地址地址:: 12420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77072﹒﹒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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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紀念007007系列第系列第2525部電影部電影 英國發布英國發布77公斤重邦德金幣公斤重邦德金幣

第第2525部部007007電影電影““No Time to DieNo Time to Die””發布前發布前，，英國皇家鑄幣局設英國皇家鑄幣局設
計師計師Laura ClancyLaura Clancy設計出獨特的設計出獨特的77公斤重的黃金詹姆斯公斤重的黃金詹姆斯··邦德硬幣邦德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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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亞日惹市印度尼西亞日惹市，，遊客們望著噴發的默拉皮火山遊客們望著噴發的默拉皮火山。。據據““中央社中央社””

報道報道，，當地時間當地時間33月月33日日，，印度尼西亞最活躍火山默拉皮火山噴發印度尼西亞最活躍火山默拉皮火山噴發，，大大
片火山灰籠罩片火山灰籠罩60006000米高空米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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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綜合經濟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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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戰“疫”錄：
全球“口罩荒”，中國能做什麼？

綜合報導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範圍內擴散，“口罩荒”現象明顯增多

，不少國家開始禁止口罩出口。

據韓媒報道，隨著韓國新冠肺炎疫

情擴散，口罩供應漸漸出現問題。韓國

政府5日召開臨時國務會議，敲定確保

口罩穩定供應的方案。韓國國務總理丁

世均在當日的會議上表示，口罩將優先

供應給醫療、防疫和安全現場等，剩余

數量將公平地分配給韓國國民。為了防

止藥店、郵局等發生重復購買行為，政

府將構建身份確認體系，並且原則上禁

止口罩出口。

而在稍早之前，俄羅斯、德國等國

家亦推出了口罩出口禁令。俄羅斯政府

網4日發布消息，俄總理米舒斯京於2日

簽署命令，臨時禁止出口包括口罩等在

內的多種醫用物資。德國聯邦政府的跨

部門聯合危機應對小組4日舉行第三次

會議，出臺了禁止包括口罩在內的醫療

防護用品出口等多項措施，以加強疫情

防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至

歐洲中部時間 5 日上午 10 時(北京時

間 17 時)，中國境外共確診新冠肺炎

14768 例，死亡共計 267 例。與前壹

日 相 比 ， 中 國 境 外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2098 例。

隨著確診患者的增加，口罩短缺問

題愈加引發關註。此前，世衛組織總幹

事譚德塞就曾表示，全球市場已經被嚴

重擾亂。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品的需求量

已是正常水平的100倍，價格則是正常

水平的20倍，且由於廣泛地、不恰當地

使用個人防護用品，這種短缺情況進壹

步加重。

何以“解憂”，或許唯有“產能”。

從這個角度講，化解全球的“口罩荒”

離不開中國制造。中國是口罩生產大國

，年產量占全球約50%。疫情發生前，

中國的最大口罩日產能為2000多萬只。

隨著此次疫情蔓延，口罩需求量爆炸式

增長，短期供需矛盾加劇。

為此，中國官方、企業各界齊心協

力，優先保障口罩企業用工、資金、物

流、關鍵原輔料供應等需求，全力推動

口罩企業開足馬力生產，口罩供給得到

明顯改善。

中國國家發改委 3 月 2 日發布消

息稱，據調度，2月 29 日，包括普通

口罩、醫用口罩、醫用N95 口罩在內

，全國口罩日產能達到 1.1 億只，日

產量達到 1.16 億只，分別是 2 月 1 日

的 5.2 倍、12 倍，進壹步緩解了口罩

供需矛盾。

盡管中國的口罩產量明顯上升，但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缺口仍較大。

華創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瑜表示，中

國二、三產業的就業人口總計5.3億人，

若全面復工，每人每天壹只則每天需要

供應口罩5.3億只，極端情況下，僅“二

產+醫療工作人員+交通運輸業復工”，

每天也需要2.38億只。

民生證券分析師劉振宇進壹步

指出，當前全球防疫形勢嚴峻。世衛

組織日前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風險級

別由“高”上調至“非常高”。隨著

海外疫情發展，海外口罩需求將急速

上升。在基本滿足中國國內需求後，

中國口罩將出口至海外，支持全球戰

“疫”。

中國是全球口罩生產和出口大國。

據官方數據，中國每年口罩出口數量穩

定在生產規模的70%以上。值得註意的

是，此前有外媒報道稱，中國因新冠肺

炎疫情禁止出口醫用口罩及生產所需的

原材料，令其他國家和地區面臨口罩短

缺。

對此，中國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

興乾稱，中國未對口罩設置任何貿易

管制措施，並願意在口罩等醫療防護

物資方面給予相關國家力所能及的援

助。

中國經濟戰“疫”錄：
三大金融力量匯集紓困中小商家

綜合報導 政企搭臺，金融架橋，科技

參與……中國各方力量正共同發力，為數量龐

大的中小商家紓困，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對經營

者的沖擊。

中小商家不僅是中國就業穩定器，也是市場經

濟運行的毛細血管。他們分散於城鄉角落、街巷之

間。除了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中國還有超過

8331萬戶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僅他們就帶動就

業超2億人。中小商家是中國經濟不可忽視的重要

力量，也是最難獲得金融支持的群體。

當下，為了更好地支持中小商家有序復業、支

持經濟復蘇，三大金融力量正在匯集。

壹是力保商家的“現金流”。作為中國國內擁

有最多中小商家合作夥伴的平臺，阿裏巴巴2月上

線了“0賬期”功能。“妳把貨發出去，立馬就能

把資金提出來，當時救了我的命了。”霸蠻食品旗

艦店創始人張天壹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在線

下數十家門店都關閉的情況下，全部改成網上銷售

，每天網店銷售額從10余萬元人民幣漲到了現在

60萬元左右。“在2月中下旬的10多天裏，我們賣

出了超過1000萬元的湖南米粉，拿到了現金，支

付了500多名線下員工的工資、支付了貨款、支付

了線下門店的房租。”

作為中國銀監會批準的首批5家民營銀行之壹

，“阿裏系”的網商銀行準備了500億元至1000億

元人民幣資金規模，幫助網店商家從過去“買家確

認收貨才能收到錢”，到現在“發出壹單包裹，就

能立刻收到壹份錢”。網商銀行副行長馮亮對記者

說，“我們統計了壹下，賣家平均賬期縮短了7.5

天，對很多小商家來說提前1天資金到賬都能救命

了”。

二是貸款支持。近日，中國100家銀行快速集結

，正式發起壹項“無接觸貸款”計劃，助力小微企業

。通過這項“無接觸貸款”計劃，中國大約有1000

萬家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戶，可以獲得“3分鐘申請

、1秒鐘放款、信用審核0人工幹預”的貸款。

中國各家銀行也在努力“讓金融支持跑在受困

企業前面”。福建眾益太陽能科技股份公司是壹家

中小企業，去年底以來，公司收到很多海外訂單，

但是受疫情影響，原定生產計劃被迫推遲。公司負

責人對記者表示，在“非常時期”，公司獲得了興

業銀行泉州分行提供的快速轉貸，還獲得新增投放

貸款700萬元，解了燃眉之急。記者了解到，疫情

期間，僅興業銀行壹家就為314家疫情防控相關中

小企業發放貸款超過60億元。

三是小微企業債券。本周，浙商銀行發行了金

額達100億元人民幣的小微企業專項金融債券，票

面利率僅為2.95%，這是浙商銀行近年來所發行的

金融債券中利率最低的壹只。此次發行的債券，所

募集資金將全部專項用於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其中

部分資金用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類的小微

企業貸款。

寧波銀行近日也獲準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

開發行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的金融債券，專項用

於發放小型微型企業貸款。

今年2月下旬召開的央行行長辦公會議提出，

針對當前企業復工復產面臨的債務償還、資金周轉

和擴大融資等問題，金融機構要為受疫情影響較大

的行業、民營和小微企業提供專項信貸額度，並充

分利用好已有的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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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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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2020年年22月月2222日日，，得克薩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得克薩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休斯敦和統休斯敦和統
會和美中友好促進會聯合舉辦的兩岸三地春節大聯歡活動慶功會和美中友好促進會聯合舉辦的兩岸三地春節大聯歡活動慶功
宴在休斯敦和統會代會長徐松煥位於斯塔福市的別墅舉行宴在休斯敦和統會代會長徐松煥位於斯塔福市的別墅舉行。。圖圖
為特別從奧克拉哈馬趕來的得州和統會理事長梁成運主席為特別從奧克拉哈馬趕來的得州和統會理事長梁成運主席、、得得
州和統會會長江震遠先生一起舉杯祝賀州和統會會長江震遠先生一起舉杯祝賀，，並為即將舉行的兩岸並為即將舉行的兩岸
三地論壇在盡一份心力三地論壇在盡一份心力。。

20202020年年33月月22日日，，兩位民意代表美國國會議員莉茲弗萊徹兩位民意代表美國國會議員莉茲弗萊徹(Lizzie(Lizzie
Fletcher, TXFletcher, TX77，，中中))和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和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右三右三))在新冠在新冠
肺炎謠言肆虐亞裔社區情況下特別前來休斯敦竹苑餐廳支持中國肺炎謠言肆虐亞裔社區情況下特別前來休斯敦竹苑餐廳支持中國
城經濟城經濟，，與華裔僑領劉濤夫婦與華裔僑領劉濤夫婦、、韓裔僑領韓裔僑領、、藝術家藝術家Newman LiuNewman Liu
及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及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美南大咖談主持人美南大咖談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一起一起
為竹苑董事長褚連卓為竹苑董事長褚連卓((右四右四))站台撐腰站台撐腰。。

20202020年年33月月55日晚日晚，，旅美畫家張要武主持的美國旅美畫家張要武主持的美國
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中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中
國民族爵士作品講演會國民族爵士作品講演會，，邀請孔宏偉邀請孔宏偉((金佛金佛
Golden Buddha)Golden Buddha)邊彈邊講邊彈邊講，，引人入勝引人入勝。。金佛爵士金佛爵士
樂團風格多樣樂團風格多樣，，有西方現代音樂體系同時也具有西方現代音樂體系同時也具
有中國音樂的元素有中國音樂的元素，，在當晚的演繹中在當晚的演繹中““中國製中國製
造造”、“”、“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秋雨秋雨”、“”、“日落西山日落西山
””等作品充分領略到東西方音樂融合的魅力等作品充分領略到東西方音樂融合的魅力，，
具有濃郁的中國氣息具有濃郁的中國氣息。。

20202020年年33月月66日日，，River Oaks Garden ClubRiver Oaks Garden Club舉行為期三天的第舉行為期三天的第8585
屆杜鵑花小徑屆杜鵑花小徑(Azalea Trial)(Azalea Trial)賞花踏青活動賞花踏青活動。。圖為公關主席圖為公關主席AmyAmy
RaganRagan 向世界名人網記者向世界名人網記者 Kathy FanKathy Fan 和和 IntoTheWorldKpopIntoTheWorldKpop 董事董事
長長 Linda KimLinda Kim 介紹休斯敦河灣花園博物館介紹休斯敦河灣花園博物館 Bayou Bend GardensBayou Bend Gardens
and Museumand Museum，，一起享受透徹的光影一起享受透徹的光影，，聆聽春天的聲音聆聽春天的聲音。。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66 日日，，亞洲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慈善募款大會亞洲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慈善募款大會，，
““Tiger BallTiger Ball”，”，表彰休斯敦著名的社交名流表彰休斯敦著名的社交名流、、慈善家林恩懷厄慈善家林恩懷厄
特特(Lynn Wyatt(Lynn Wyatt，，右二右二))，，接受就座充滿主賓國櫻花氛圍的嘉賓席接受就座充滿主賓國櫻花氛圍的嘉賓席
的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先生的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先生、、萊斯大學第一夫人孫月萍萊斯大學第一夫人孫月萍(Y(Y
Ping Sun )Ping Sun )、、休大總校長雷努卡托休大總校長雷努卡托(Renu Khator)(Renu Khator)等的祝賀等的祝賀。。

20202020年年33月月77日日，，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141141部認證的部認證的CAACAA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在休斯敦北康羅市舉行飛行職業入學講座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在休斯敦北康羅市舉行飛行職業入學講座，，近兩百近兩百
名高中學生和飛行愛好者聆聽了王先華總裁名高中學生和飛行愛好者聆聽了王先華總裁(Aaron)(Aaron)、、總教官羅夫謀總教官羅夫謀(Mo Rolfs)(Mo Rolfs)、、首席儀表教員首席儀表教員Scott JohnstonScott Johnston、、首席多引擎教員首席多引擎教員
Bill KerseyBill Kersey、、首席檢查員首席檢查員Ahmed Serag-EldinAhmed Serag-Eldin對飛行學院的通盤介紹以及對飛行學院的通盤介紹以及Bright Hope CapitalBright Hope Capital提供的相關優惠貸款提供的相關優惠貸款，，並介紹了飛行學並介紹了飛行學
院學院獲得院學院獲得Embry Riddle AeronautialEmbry Riddle Aeronautial大學學士大學學士、、碩士學位的途徑碩士學位的途徑，，各大航空公司也在現場舉行招聘各大航空公司也在現場舉行招聘

20202020年年33月月77日晚日晚，，中華學人聯誼會舉行第中華學人聯誼會舉行第6666屆獎學金頒獎晚屆獎學金頒獎晚
宴宴，，為為1818名優秀學生頒發獎學金並表彰做出傑出貢獻的團體和名優秀學生頒發獎學金並表彰做出傑出貢獻的團體和
個人個人。。圖為亞商會主席喻斌圖為亞商會主席喻斌((中中))獲得社區貢獻獎後在充滿中國年獲得社區貢獻獎後在充滿中國年
味的對聯前接受亞商會理事和會員的組合味的對聯前接受亞商會理事和會員的組合。。右三四七為右三四七為AZ LedAZ Led
& Signs& Signs董事長董事長Amanda ZhangAmanda Zhang、、亞商會理事企管培訓班主席陳宇亞商會理事企管培訓班主席陳宇
雯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亞商會營運經理亞商會營運經理Barbara GalloBarbara Gallo。。

20202020年年33月月88日日，，TMCOTMCO在休斯頓市中心哈比演藝中心舉行三八在休斯頓市中心哈比演藝中心舉行三八
國際婦女節音樂會國際婦女節音樂會，，特邀中提琴演奏家特邀中提琴演奏家Newman Liu(Newman Liu(左左))之女之女、、
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碩士劉寧嘉璐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碩士劉寧嘉璐(Lulu Liu(Lulu Liu，，左二左二))出演佛羅出演佛羅
倫薩普萊斯鋼琴協奏曲倫薩普萊斯鋼琴協奏曲。。圖為演出結束後父女一起接受稀飯旅圖為演出結束後父女一起接受稀飯旅
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女士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女士、、金鷹獎主席李生夫人張馨一金鷹獎主席李生夫人張馨一(Lily)(Lily)的的
祝賀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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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儘管 3月初大量企業經已全面復

工，但疫情持續影響下，停工多時的工

廠，許多仍然難以全面恢復及追回原有

的生產規模及進度。作為中國高科技中

心的深圳，成千上萬企業缺人嚴重，尤

其對普通工人如飢似渴，迫使許多公司

出手闊綽爭搶。富士康龍華一廠區給入

職員工和推薦人共計逾 1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獎賞，聯想等企業則提高

時薪以吸引工人。不過，記者從眾多港企

和本地企業了解到，即使出再多的錢也不

一定能夠搶到人，爭奪工人的硝煙仍然瀰

漫在深圳和許多製造業發達的城市。

老闆出高薪 請人一樣難
復工容易復產難 企業何以渡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為緩解用工荒，深圳寶安區給
予人才中介最高30萬元的獎勵，龍華
區的富士康一廠區也給予中介成功推薦
一名入職者有近7,000元（人民幣，下
同）獎勵，吸引不少人才中介積極赴全
國各地尋找工人。不過，許多中介表
示，現在找工人確實很難。

在寶安區的某勞務派遣公司，其
負責人羅先生電話一直佔線，他一直
忙於與多個內地省市人才中介和親朋
好友聯繫，讓他們幫忙推薦當地年輕
人前來深圳工作，並承諾給他們提
成。好不容易在四川、貴州等省託人
找到15人，他得先給介紹人上千元的
好處費，之後再安排這些人坐火車來
到深圳，經過體溫檢測確認健康後推
薦到寶安一電子廠工作，工廠老闆給
他每人3,000元至4,000元的獎勵，十
幾天內賺取到2萬元至3萬元。

羅先生旗下員工也用類似方法找
人，除去員工提成外，他每單業務可獲
萬元以上的收入。他坦言，賺錢是要看
機遇，每年春季後用工需求大，機會
多，尤其是今年疫情導致用工荒更嚴
重。但最大問題是工人難找，因為現在
許多年輕人不願意吃苦，感覺工廠枯燥
待遇低，他們寧願去做金融和地產等，
收入高來錢快。如果在一個縣能找到
50人至100人就發財了，但是這樣的機
遇很難遇到。

記者致電在寶安的深圳市興達人
力資源公司，其多個電話同樣一直忙線
中。其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他們正在忙
於打電話給內地省市中介和朋友，委託
其幫忙招人，但是效果不大。

早在2月中旬，深圳寶安出台措施支持企業復
工復產措施，對企業使用專車從疫情相對平

穩地區接送、招聘員工返崗，按省內外分別給予
1,000元/車次和3,000元/車次補貼，並給支持引
進工人的中介最高獎勵30萬元，這是深圳市多年
未見過的支持舉措。不過，受疫情影響，很多企
業用工荒問題未有解決。

桂黔川招工 加薪未見效
港資企業中國香精香料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

裁王明凡向記者大倒苦水，其公司深圳、惠州、
山東和江西工廠共計有3,000員工。目前許多地方
路未通，來的人比較少，集團普通崗位缺口大。
現在深圳復工率已近九成，因深圳是總部，研
發、行政、營銷等職位較多，但惠州工廠缺人嚴
重，規模近千人的工廠缺數百人，佔比達三成。
客戶急着催交訂單，為此他們找中介和朋友到廣
西、貴州及四川等省份去招人，即使用盡渾身解
數、月薪也提高一些，卻也無濟於事。工廠招不
到人，成為他最頭疼的問題。

與中國香精香料類似，深圳港企嘉瑞集團韓
小姐告訴記者，集團深圳工廠接近全面復工，問
題不大，但惠州大亞灣工廠目前只到位2,500人，
缺工500人，佔比達六分之一，生產進度因此也受
到影響。儘管工廠生產自動化率已提高很多，但
操作技工仍然短缺。

至於全球代工巨頭富士康，據其內部招聘軟
件“我要聘”發佈信息顯示，iDPBG（數位產品
事業群）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分別需求7,000人和
20,000人，總數接近30,000人。為應對如此巨大
員工缺口，其深圳一廠區直接給出高額獎金搶
人。記者從廠區周姓員工獲悉，他們內部2月下旬
以來盛傳一份招募激勵政策的推薦入職獎勵信
息。

富士康復產 萬元薦人費
根據信息，富士康為大力鼓勵老員工推薦新

員工入職，經內部推薦（含外部經紀人）成功入
職，推薦人和被推薦人分別獎勵3,600元和6,750
元，合計獎勵金額逾1萬元，為很多企業招聘中少
見。其中，薦人獎勵按入職人員工作滿30天、60
天和90天分別獎勵1,200元，而被推薦人或外部經
紀人按入職人員工作滿60天和90天分別獎勵4,250
元和2,500元。此外，離職返聘和普工報名則分別
獎勵6,750元，條件也是要工作分別滿60天和90
天。

據悉，這些員工從事的工種包括焊錫、焊接
線、生產手機產品、產品質檢和測試電路板等。
高額獎勵令不少內地員工趨之若鶩，即使目前仍
處在疫情期間也吸引大量人前來報名。

其他企業也大力提高時薪待遇以吸引員工。
來自江西的王先生日前赴聯想工廠面試，聽到招
聘人員講，以前該工廠每小時薪資19元，現在上
調至24元，漲幅逾兩成。一天工作8小時有192
元，一天再加班2小時，一個月就有7,500元至
8,000元。他的工作是從事電腦的組裝，雖然有些
枯燥，但看到這待遇是江西省普通工作的兩三
倍，即使辛苦也感覺值得。

不過，很多工廠缺工並非一時能解決。深圳
市新路程人力資源市場負責人胡先生表示，受疫
情等綜合因素影響，今年來自工廠人力需求增長
至少30%。最近每天都有200人至500人通過他負
責的公眾號聯繫工作。他說不少大中型工廠人工
缺口500人，多的像比亞迪缺口逾2,000人。

政府出手 專線接人南下
為解決企業缺工難題，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

局日前從河南組織首趟復工高鐵專列，接回河南
籍務工人員逾500人，另外還推動包車“點對點”
接返、申請專列“一站式”運輸等。

王明凡預計，隨着疫情3月底至4月初出現較
大的好轉，工廠用工難將有望得到緩解。

年
輕
人
拒
做
藍
領

高
薪
未
必
吼

部分企業搶人方法
企業 招工方式

中國香精香料 找中介和朋友到桂黔川等
省招人，以及提高月薪。

富士康龍華iDPBG 給介紹人和入職者共計逾
萬元獎勵

富士康精密組件 龍華清湖廠區招聘，月薪
高達8,100-9,800元

聯想深圳廠區 時薪從19元上調至24元，
漲幅26%

萬科物業 啟動20,000人招聘計劃

海光物流 通過線上、學校和朋友推
薦等聘請數十人

單位：人民幣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中國香精香料惠州工廠缺工佔比達中國香精香料惠州工廠缺工佔比達
三成三成，，客戶急着催交訂單客戶急着催交訂單。。

▲中國香精香
料董事會主席
王明凡表示，
現在缺工問題
最讓他頭疼。

��(���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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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陳夢在頒陳夢在頒
獎儀式上自獎儀式上自
拍留念拍留念。。

新華社新華社

卡塔爾公開賽奪四冠 助威武漢

■■ 樊振東樊振東
戰勝英國戰勝英國
選手皮奇選手皮奇
福德福德，，奪奪
得男單冠得男單冠
軍軍。。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乒聯白金級世界巡迴賽卡塔爾公開賽當地時間8日收官，國乒新銳樊振東在男單決賽中

以4：2戰勝英格蘭選手皮奇福德，陳夢在4：1擊敗日本選手伊藤美誠後奪得女單冠軍，本站賽事

中國隊共收穫四項冠軍；同時國乒也將約192萬港元的獎金全部捐獻支援武漢抗疫前線。

當日率先進行的準決賽，樊振東在先丟兩局的情況下，
以4：2逆轉擊敗隊友王楚欽，皮奇福德則以4：2爆

冷淘汰世界排名第一的許昕。
在勢頭正盛的皮奇福德面前，樊振東充分展現出強大

的正手進攻實力。雖然第一局曾以6：9落後，但樊振東穩
住陣腳，連得5分後以11：9贏下本局。

樊振東 陳夢奪男女單冠軍
第二局樊振東以11：7獲勝。此後皮奇福德增加了球

路變化，以11：8扳回一城。兩人多次上演相持對攻場
面，樊振東以11：4贏下第四局後，皮奇福德以11：6再度
迫近局分。關鍵的第六局，樊振東控制住局面，以11：7
笑到最後。

女單決賽，開場後伊藤美誠的發球和犀利進攻給陳夢
製造了很大威脅，尤其她的反手進攻令陳夢頗感不適。以
3：11先輸一局之後，陳夢逐漸適應了對手的節奏，在相持
球中盡顯功底，而伊藤美誠失誤開始增多。陳夢以11：7扳

平局分。第三局成為比賽關鍵，陳夢在8：4領先的情況下
被伊藤美誠連得4分，後者又在陳夢10：8拿到局點時追回
一分。為陳夢擔任場邊指導的馬琳請求暫停，重回賽場後
陳夢拿下關鍵分，以11：9贏下本局。第四局伊藤美誠心
態有些波動，出現發球失誤的情況。逐漸佔據主動的陳夢
一度8：2領先，並以11：7再勝一局。無路可退的伊藤美
誠在第五局採用搏殺戰術，但收效不大，陳夢在一記正手
進攻過後以11：7鎖定勝局，保持對伊藤美誠的四連勝。

頂住巨大壓力為國乒守住最後一道防線，這讓陳夢如
釋重負。此前中國隊決定將本站公開賽所獲全部獎金捐獻
給武漢抗疫前線。“很好地完成了任務，更開心的是能把
這筆獎金捐獻給抗疫一線。”陳夢說。

賽後，國乒全體將士與前來觀戰的中國駐卡塔爾大使
周劍一同在賽場中舉起國旗，喊出：武漢加油，中國必勝！

此前一天，馬龍/許昕奪得男雙冠軍，王曼昱/朱雨玲
將女雙桂冠收入囊中。日本組合水谷隼/伊藤美誠奪混雙冠
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0
卡塔爾公開賽當地時間8日圓滿謝幕。中
國乒乓球隊在男單、女單、男雙、女雙四
個項目中奪冠。球隊將約192萬港元所得
的賽事獎金全部捐獻給中國武漢抗疫前
線。因為傷病選擇退賽的劉詩雯也主動表
示捐出與單打冠軍獎金等額約34萬港元的
善款。

另外，雖然日本疫情嚴重，但日本球
手石川佳純仍熱心助人，在比賽期間將口
罩讓給香港一名球手。此舉在內地社交網
站成為話題，有中國球迷還特意給她的經
紀公司寄去100個口罩。對此，石川佳純
感謝中國球迷的慷慨解囊，直言“會好好
防護的”。她還表示：“我想我已經竭盡
全力，但還是沒能取勝，希望能把勝利留
給下一次。”

劉詩雯捐34萬 石川獲贈口罩

■■劉詩雯雖因傷退賽劉詩雯雖因傷退賽，，但仍捐出與冠但仍捐出與冠
軍等額的善款軍等額的善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意甲恐停擺 殃及歐國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浩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下，意大利政府早前頒佈
法令，宣佈4月3日前，意
大利境內的所有比賽將閉門
進行，賽會亦改為把全部賽
程順延，把上周停賽的6場
賽事改於過去周末舉行，到

今個周末才舉行第27周賽事。但由於在這情
況下，仍是會有球員、球隊職員、比賽工作人
員和傳媒等聚集在球場，對人們的健康構成極
大風險，因此在今輪比賽之後，意大利方面普
遍均認為賽事應該暫停舉行。

根據意大利傳媒報道，意足總10日會召
開緊急會議，商討是否暫停接下來的意甲聯
賽。惟根據目前疫情發展，意甲如真的暫停，
可能一時三刻之間也不可能重開，而由於今夏
會有歐洲國家盃決賽周（目前仍然表示如期舉
行）舉行，對球員而言這絕對是不利的消息。

舉例說明，如疫情受到控制，意甲可於4

月重開，球員為填補3月的空白期，將可能要
不停應付一周雙賽、甚至三賽的情況，對體能
的要求實在過於巨大。而對一眾國腳級人馬而
言，在應付變得過於緊密的聯賽賽期後，他們
可能還要出戰歐國盃，但由於聯賽曾延期，球
季亦大有機會將延後結束，國腳們甚至可能連
休息的時間也沒有，便要到國家隊報到，實在
難以有足夠狀態比賽。

若腰斬球季 名次爭奪則欠公道
另一個情況是，因疫情關係，今季意甲甚

至要宣佈提早結束，這對大部分球會而言當然
是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在過去周日聯賽閉門補
賽兩球淨勝國際米蘭後，祖雲達斯目前排在積
分榜首位，領先今季表現出色的拉素只有1
分，如果球季真的這樣結束，拉素全季的努力
便會付之東流。而正爭奪前四位置以參戰來屆
歐聯的羅馬和拿玻里，亦會因此失去機會，對
球隊財政構成極大損失。

此外，目前排聯賽倒數第三、僅因得失球

差不及熱拿亞而身陷降班區域的萊切，亦會因
此而未能逃出生天，被迫於來季降至乙組角
逐。因此賽會在商討“停擺”事宜時，相信也
會面對很大的挑戰，且看他們能否平衡各方利
益，並讓球員可在安全的情況下比賽。

足 壇 戰 疫

■■工作人員進入祖雲達斯球場前工作人員進入祖雲達斯球場前，，都要量體都要量體
溫溫。。 法新社法新社

短說
長話

女足奧預賽中韓戰四月開賽
國際足協9日確認，中韓女足奧運預選賽附加賽推遲

至6月4日和9日舉行。中國足協表示，“此前亞足協宣
佈，中韓兩隊的兩回合比賽推遲至4月9日及14日舉行。
但隨後在亞足協緊急會議上，中韓兩國足協進一步與亞
足協申請，提出將比賽延期至6月。” ■新華社

亞冠16強淘汰賽八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據亞足協消息，亞冠

盃淘汰賽賽程再度調整，16強賽將於8月10至12日及24
至26日進行，8強賽9月14-16日/28-30日進行，準決賽
10月20-21/27-28進行，決賽11月22日/28日進行。

世外賽延期 國足集訓有變
中國足協9日在官網發佈公告，原定於3月底進行的

世界盃外圍賽40強賽將延期進行，國足集訓計劃也因此
調整。公告寫道：“經國家男子足球隊教練組研究、中
國足球協會批准，集訓時間更改為2020年3月3日至3月
25日。集訓地點更改為阿聯酋迪拜。”目前，國足暫列
小組第二，少賽一場落後榜首敘利亞8分，剩餘四場比賽
已經不容有失。 ■中新網

■■國乒全體將士喊出國乒全體將士喊出：：武漢加油武漢加油，，中國必勝中國必勝！！ ITTFITTF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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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新冠病毒華人瘋狂屯貨恐懼新冠病毒華人瘋狂屯貨
將全美各地將全美各地COSTCOCOSTCO一掃而空一掃而空！！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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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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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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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康養勝地 中國·石柱——·聖克拉拉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3/9/2020 -3/15/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6/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海峽兩岸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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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哈里斯
縣公共衛生（HCPH）與哈里斯健康
今日合作宣佈為沒有註冊成立的哈里
斯縣居民提供呼叫中心資源 為 需要
獲得冠狀病毒相關護理的醫療保健提
供者。 從3月10日開始，“問我的護
士”專線將提供幫助以進行症狀評估
和在臨床環境中轉診至適當的護理水
平。 哈里斯縣也將安排一條電話專線
與公共衛生人員一起，他們將回答公
眾關於 冠狀病毒病（COVID-19）
。

無法獲得醫療保健的居民可以撥
打分診專線以諮詢與COVID-19相關
的問題，每週 7 天，從 9 am-7pm 從
713-634-1110。 護士將在這兩個地
方提供護理英語和西班牙語。 （請注
意：要求獲得醫療保健的哈里斯縣居
民使用其提供者進行進一步評估和臨
床建議，以確保該有限資源保留給那
些無法訪問的人。）

“冠狀病毒不會區別那些獲得醫

療保健的人和那些能夠獲得保健的人
。 哈 里 斯 縣 法 官 Lina Hidalgo 說 。
“我們希望通過使用我們可以利用的
每種工具來減緩和減輕此病毒的影響
，來應對挑戰和解決這個問題。 如在
我們的回應中，我們必須填補空白，
以確保對獲得醫療服務的擔憂不會防
止可能需要照顧的人們站起來並受到
篩查，監視和經過必要的測試。”

“防止COVID-19和其他呼吸道
疾病的傳播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 ” 執 行 董 事 兼 當 地 衛 生 局 醫 師
Umair A. Shah說道用於HCPH。 “我
們知道有很多居民有疑問，而且經常
會有護理障礙。 該呼叫中心將幫助提
供事實信息，以減輕恐懼，消除恐懼
謠言，並成為我們的社區可以向我們
推薦其他COVID-19資源的地方。”
除了為無法獲得護理的人提供這種分
類服務外，哈里斯縣還將也將擴大其
能力，以回答有關COVID-19的一般
問題。有關哈里市，本德堡縣，哈里

斯縣的最新呼叫中心電話號碼休斯頓
和德克薩斯州的居民應訪問 Ready-
Harris.org或www.hcphtx.org。

呼叫中心不能代替醫療保健提供
者的信息或指導。 居民感到噁心並認
為自己可能已經暴露在外，請與他們
的提供者聯繫（提前致電進行），描
述症狀，旅行經歷或與測試陽性的人
聯繫適用於COVID-19。迄今為止，
哈里斯縣有2例確診為陽性的病例和2
例未納入陽性的推定陽性病例。 目前
，所有案件都與前往埃及有關。

冠狀病毒最常通過呼吸道飛沫傳
播。 哈里斯縣提醒居民採取每年推薦
的相同措施，以防止流感和其他呼吸
道病毒的傳播。
每個人都應遵循的預防疾病的提示：
•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鐘
。 如果肥皂和水是不可用，請使用酒
精類洗手液。
•避免用未洗的手觸摸眼睛，鼻子和
嘴巴。

•避免與生病的人密切接觸。
•生病時待在家裡。 將生病的孩子留
在家裡可以防止疾病傳播
•在學校和社區活動，並讓您的孩子
有機會休息和康復。
•咳嗽或打噴嚏時要掩住口鼻。
•清潔和消毒經常觸摸的物體和表面
雖然HCPH知道居民可能會擔心，但
迄今為止的證據表明大多數人感染了
COVID-19的人只會出現輕度到中度
的症狀，並且完全恢復。 症狀包括發
燒，咳嗽和呼吸急促。 高危人群嚴重
的並發症是老年人和具有潛在健康狀
況的並發症。HCPH建議公眾致電當
地衛生部門，以獲取有關信息的問題
，並指導可能會有所不同。 臨床相關
問題和一般問題的區域資源有關該病
毒的信息，請參見以下：

對於哈里斯縣居民: 哈里斯縣公
共 衛 生 （HCPH） www.hcphtx.org \
COVID-19 www.ReadyHarris.org
832-927-7575 *

對於休斯頓市居民：休斯頓衛生
署 www.HoustonHealth.org www.
HoustonEmergency.org 832-393-4220
此號碼上午9點到晚上7點 週一至週
五上午9點至下午3點。

對於Fort Bend縣居民：Fort Bend
縣衛生與人工服務www.fbchealth.org/
ncov 281-633-7795 此號碼為周一
至週五的 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此號
碼上午9點有工作人員到晚上7點 每
天

哈 里 斯 衛 生 系 統: www.harr-
ishealth.org 問 我 的 護 士
713-634-1110 每天9 am-7pm僅與臨
床相關的問題

HCPH是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轄
區的當地公共衛生機構。 它提供了各
種各樣的公共衛生活動，服務旨在改
善哈里斯縣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哈里斯縣為無法訪問衛生保健的居民啟動冠狀病毒呼叫中心
詢問我的護士熱線以幫助可能需要篩查的居民
提供額外的信息為全球疫情答案的信息中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
士頓埃及二團的人已於本月三日
返休，不少人已在 Face Book 上
看到她們舖上去的旅遊景點美照

。據悉，休市陳章靜蓮醫生目前
在自我隔離中，因為埃及回來的
那批人是她的病人，同日去看診
的人也有風險。休士頓教會很多

人也是她的病人，請大家小心
。

據悉，現在埃及二團的人還
在外面遊蕩。僑界各微信群呼
籲：請參加過埃及尼羅河遊輪
的人請即刻自我隔離和聯繫當
地的衛生部門 ：832-393-4220
M.S. A’ sara cruise passengers
ONLY & staffed 9AM - 7PM

陳章靜蓮醫師目前隔離中
請埃及返休二團成員自我隔離（休士頓/ 秦鴻鈞報

導 ） 「台北經文處」陳
家彥處長3月7日中午出
席 「美南婦女論壇」，
並首先在午餐會上發表
演說。陳處長表示：我
要感謝所有出席這次盛
會的社區領導人為組織
此活動一起作出貢獻，
並為休士頓衛生部的“
成功計劃” 做出的巨大
努力。我從小學起就戴
著眼鏡，並且深知讓孩
子們看清楚的重要性。
像每個父親一樣，我非
常注重孩子的健康。台
灣擁有健全的衛生系統
，因為公共衛生是社會
各階層關注的問題。我們希望與世界分享我們的經驗和知識。台

灣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
)將使國際社會受益。我們希望世
衛組織信守諾言，使台灣充份參與
防疫網絡，因為台灣可以幫助實現
“ 人人享有的健康 ”，這是世衛
組織所珍視的“ 遠景 ” 。我知道
由於冠狀病毒的影響，今天的投票
率與預期不符。有些人今天不露
面- 但他們捐款了! 因此，無論您
今天是否在場，我要感謝大家的參
與，是您的參與使今天這樣出色的

工作成為可能。
學生們努力期待成功，而在休士頓，我們正在做一些事來實

現這一目標。現在，我想邀請您加入我的行列，歡迎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我今天很榮幸能與他一起支持這個活動並與我們分
享他的遠見! 女士們 ! 先生們 ! 歡迎國會議員Pete Olson !

當天出席 「美南婦女論壇」除陳家彥處長夫婦外，還有 「世
華工商企業婦女協會」總會長黎淑瑛、陳美芬，劉秀美等成員外
，還包括：主題主講人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主題主講人壁畫家
Gonzo 247, 休士頓市議員 Letitia Plummer, Mike Knox, 前 「美國
在台協會」外交官Mr. Sri Preston Kulkarni, 休士頓衞生部副主任
Judy Harris, 休士頓健康基金會首席執行官Robin Monsur, 聯邦眾
議員Sheila Jackson Lee 的選區代表Ms. Alma Vazquez, 聯邦眾議員
Lizzie Fletcher 的選區代表 Mr. Spencer Gutierrez ,以及休士頓市議
員Tiffany Thomas 的選區代表等人。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七日在 「美南婦女論壇」 發表演說

圖為美南婦女論壇向圖為美南婦女論壇向 「「休士頓健康基金會休士頓健康基金會」」 捐款捐款。。圖右為圖右為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右二右二、、右一右一）。）。旁為國會議員旁為國會議員 PetePete
Olson(Olson( 左一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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