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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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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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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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

﹒﹒

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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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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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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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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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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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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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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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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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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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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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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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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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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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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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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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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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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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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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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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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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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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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3 月20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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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的《愛在黎明破曉前》、2004 年的《愛在

日落黃昏時》與 2013年的《愛在午夜降臨前》，組成

了導演理查德· 林克萊特的“愛在三部曲”，粉絲們

這些年來壹直在熱烈討論，還會不會有系列第四部的

面世。

系列男主角伊桑· 霍克今日在接受采訪時，提到

了自己在“愛在”三部曲中，“Jesse”這壹改變了他

職業生涯的重要角色。他稱第四部“還在探討中”，

“如果前面三部都是每隔 9年出壹部續集，那麽第四

部沒法按照這個時間線走了。林克萊特想要不壹樣的

路線，要麽是故事發生在《愛在午夜降臨前》4年之

後的短片，要麽是發生在未來20年後的長片，我們在

想。”

伊桑還確認說，只有編劇“可以確定我們有得可

說”，才會有新片的出現。他認為“愛在”三部曲他

人生中最棒的三次經驗，“它們是我的壹部分，所以

如果能夠想要再拍系列新片，我們得拍出來跟原作壹

樣優秀的作品才可以”。

訪談的話題也不可避免地轉向了肆虐全球的冠狀

病毒，伊桑想象要是第四部發生在因疫情隔離期間會

怎樣，“如果下壹部電影是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隔離呢

，會不會很瘋狂？如果還能有壹個人讓這個世界為此

笑出來，那就是（系列女主角）朱麗· 德爾比了。”

“我都能想象出來她會說什麽，林克萊特簡直是

科學家，他也有非常強大的觀點。也許新片應該設定

在意大利，男女主角深入戰火之中，和其他所有人壹

樣在陽臺上唱歌。”

伊桑霍克:"愛在"第四部還在探討中
"如果新片設置在因病毒隔離的意大利呢?"

庫梅爾·南賈尼與伊莎·芮主演的新片《愛情鳥》，已
經從原來的派拉蒙院線發行，改成了現在在Netflix上播出
。本片本來要在西南偏南電影節上首映，4月3日全美院線
公映，但由於電影節被取消，全美各地電影院紛紛關門，
派拉蒙也取消了本片登陸大銀幕的機會。

《愛情鳥》由邁克爾·舒瓦特執導，庫梅爾與伊莎飾演
壹對兒情侶，當被卷入壹樁謀殺案中後，他們成為了法外
之徒，踏上逃亡之旅。派拉蒙旗下的《寂靜之地2》原定上
周五公映，近日也宣布延檔；《刺猬索尼克》在院線短暫
上映壹個月後，也開啟了線上付費點播功能。

隨著冠狀病毒之勢在美國愈演愈烈，更多片方都選擇
了影片的線上播放，這其中包括環球的《隱身人》《愛瑪
》《獵捕》《魔發精靈2：世界之旅》，索尼的《喋血戰士
》，獅門影業的《依然相信》，以及迪士尼/皮克斯的《1/
2的魔法》。

Netflix上周五宣布，給為Netflix工作、受到疫情影響
的員工們（包括電工、木匠、司機等人）撥款1億美金。
這些員工都是按時薪計費，Netflix的電影電視劇項目壹停
，就壹分錢都賺不到了。Netflix還會給他們額外多付2周
的周薪，共克時艱。

派拉蒙的"愛情鳥"
已經飛向Netflix了

冠狀病毒疫情當頭，好萊塢也在面臨

著巨大危機，各大電影制片廠都紛紛停止

了手中項目的運作，即將上映的影片成批

延檔，電影院失去了觀眾，更是遭受重大

打擊。

《盜夢空間》《蝙蝠俠：黑暗騎士》

與《敦刻爾克》的導演克裏斯托弗· 諾蘭近

日發聲，在《華盛頓郵報》上發布了壹篇

情真意切的文章，闡述電影院的重要性：

“當大家想到電影，他們會想到明星

、片方、光鮮亮麗的壹面。然而電影行業

事關每個人：在當地電影院中售票窗口賣

票的人，維護機器的人，檢票的人，訂票

的人，賣廣告和清理洗手間的人。很多這

些工作人員都是賺時薪而不是月薪，維護

著我們這個社會中最經濟實惠、也最民主

公平的聚焦場所。”

諾蘭在文章中提醒大家，現在每個人

都面臨難關，包括電影產業的工作人員，

他懇求政府、片方和觀眾們伸出援助之手

。“國會正在考慮為各個受到影響的產業

提供援助，我希望人民可以正視電影院：

這是社交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壹部分，為許

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娛樂大家。”

“這些是讓人快樂的地方，工作人員

獻上壹個個故事，大家和朋友家人們外出

享受電影帶來的夜生活。身為電影導演，

沒有這些工作人員和他們所服務的觀眾，

我的工作永遠是不完整的。”

他接著說，“在特殊時期，我們齊心

協力最讓人倍感安慰，共同觀影的體驗已

經傳承了很多代。除了幫助影院員工得到

政府救助，影院也需要與片方壹起進行富

有戰略性、前瞻性的合作。”

文章最後，諾蘭相信壹旦疫情過去，

大家會積極回歸影院的，“疫情停止後，

對於人類聚集的需求，對於大家壹起生活

、愛、歡笑、哭泣的需求，會比以往更強

大”。

諾蘭為影院員工發聲

影院觀影是社交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壹部分

日前，電影《星球大戰：天行者崛起》

曝光壹組概念設計圖。該片電影藝術書將於3

月31日推出。

該片於2019年12月18日在中國上映，票

房1.43億，全球票房10.74億美元。

據悉，《星球大戰》系列的新片正在開

發中，由J· D· 迪拉德（《魔術技法》）執導

，Matt Owens（《盧克· 凱奇》《神盾局特工

》）編劇，現在還不確定這部新片是會在

Disney+上線，還是會在院線公映。影片故事

將會發生在西斯的隱秘星球Exegol上，這個

星球去年年底在《星球大戰：天行者崛起》

中首次出現。

《星球大戰9》曝光藝術概念設計圖
藝術書月底推出 系列新片正在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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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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根據德州

大學健康部門（UTHealth）新發布的數

據顯示﹐如果休斯頓地區嚴格執行社交

距離等命令措施﹐這波新冠肺炎疫情有

望於5月12日左右結束﹒

UTHealth 的研究團隊透過人工智能﹐

以中國和義大利為例﹐建立了一個預測

模型﹐並套用在全球將近150個國家﹒

從美國病毒傳播的情形來看﹐這個模型

首先被用於預測州級單位﹐隨後被用於

預測一些大都會區﹐如休斯頓﹒

這個模型預測﹐如果政府從目前開始嚴

加介入﹐疫情最終可能會於5月12日結

束﹐屆時染病人數可能達到3500人﹒

所謂「結束」指的

是最終該病毒不

再有人傳人的跡

象﹐染病者全數妥

善隔離醫治﹒此

外﹐模型也推測疫

情的巔峰將在 4

月7日﹐染病人數

將達1800人﹒

然而﹐若是政府遲

了一個禮拜才嚴

格控管﹐染病總數

會 上 升 至 2 萬

4000 人﹑延兩周

的話﹐染病人數恐將飆升至15萬3000﹐因

此嚴格執行社交距離等命令刻不容緩﹒

UTHealth公眾健康學院院長Boerwinkle 表

示﹐「雖然之中牽涉了許多數字和細節﹐我

們歸納出兩個現象﹕最好是能及早介入﹐寧

願太嚴格也不要鬆散﹒」並指出「令人振奮

的是﹐德州的染病數量﹐相比其他州好了許

多﹒」
Boerwinkle 認為「這個最新預測數字十分

重要﹐能讓醫院﹑診所﹑心理醫師做為參考

來安排計畫﹒」此外﹐「也是我們學院的願景

之一﹕提供執政者所需資訊﹐以做出最正確

﹑安全的公眾決策﹒」

UTHealth專家預測﹕休斯頓疫情有望於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結束

德州獲HHS約1620萬抗疫資金 協助長者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送餐上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州長

艾伯特（Greg Abbott）在推特上宣布﹐德

州已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社

群生活局（ACL）撥款高達1620萬抗疫

基金﹐以在疫情期間﹐提供社區長者食

物來源﹒

這筆補助款項是由特朗普於3月18日

簽署的2億5000萬的「家庭優先冠狀

病毒應急法案」（Families First Corona-

virus Response Act）中的一部分﹐州長

艾伯特表示﹕「這筆資金來得正是時候

﹐有鑑於這種病情好發於全世界的老

年族群﹒」此外﹐他也強調「當社交距離

的執行越來越嚴格﹐許多人的行動自

由變得受限﹐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想方

設法﹐去提供全州的長者『送餐上門』
的服務﹐以因應逐漸增加的需求﹒」
這筆高達1620萬的補助﹐僅次於加州

的2500萬﹑佛羅裏達州的1800萬﹒長

者若需要這方面的協助﹐可以連繫當

地長者護理信息定位服務（Eldercare

Locator）﹐來查看所居住的社區是否有

提 供 該 種 服 務 ﹐可 以 撥 打 電 話 ﹕

880-677-1116 專線﹐或上網詢問﹕el-

dercare.ad.gov﹒

市府健康專家觀察﹕新冠肺炎可能不太發燒 但出現腸胃症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市長特

納（Sylvester Turner）於25日上午的市議

會會議上表示﹐目前休斯頓市的資源只足

夠支持一個免下車檢測站﹐並分享了市府

這陣子為防疫所作的努力﹒

特納表示「做檢測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檢測出的結果讓我們知道我們是否正在

有效地延緩病情蔓延﹒目前所之染病案

例正持續增加中﹒」

疾病防疫管制局的健康官員也指出﹐他們

正在為此次肺炎的病症做出更精確的定

義﹐比如說近來發現﹐新冠肺炎的症狀可能

也會出現不太發燒﹑但出現腸胃問題﹐如腹

瀉的這種症狀﹒

但健康官員也指出者只是個為小的變化﹐

休斯頓健康官員David Persse 博士也補

充﹕「我們在觀察這種新病毒中﹐發現到這

個有趣的現象﹐我們將持續追蹤下去﹒

目前的案例中還沒有發生太明顯得變化

﹐但是如果確實如我們的觀察﹐我也不會

太驚訝﹒」

此外﹐針對近來醫療用具缺乏問題﹐市府

官員也表示目前郡政府﹑市政府都急需

N95口罩﹐希望有能力捐助者可以與市

府連絡﹕

CMOC@se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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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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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推測：4月7日，休斯頓地區將迎來疫情高峰
截止到周三, 3月25日,大休斯敦地區感

染冠狀病毒的人數一共為285人。
Liberty 郡縣發布緊急令，讓市民居家，

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休斯敦將為機場，租車公司提供1.8億

的幫助。市議會賦予市長權利和這些公司進
行協商，讓這些公司推遲到明年來上繳給休
斯敦市的一些費用。

此外，根據德州大學醫學院的預測，大
休斯頓地區一旦采取執行嚴格的居家令和社
交限制，預計5月12日左右，這場疫情將有
望在當地結束。

德州大學健康部門（UHHealth）的專家
團體通過人工智能對中國和意大利以及150
個國家的的疫情資料做出的模型分析，得出
的以上結論。這也是首次在休斯頓和德州推
出。

按照這個模型推斷，休斯頓如果嚴格執
行居家令已經各種阻斷措施，4月7日，休
斯頓地區將迎來病毒高峰期，大約為1800
人感染，截至到5月12日，感染人數將達到
總數3500人。疫情將有望結束，疫情結束
的標准是，不再出現人傳人的病例。

專家還預測，如果嚴格的阻斷措施推遲
一周，總感染人數將為24000，如果推遲兩
周執行，感染人數將會升至15.3萬人。

此外，專家團隊還指出，哈瑞斯縣由于
居民人口密度以及年齡導致的慢性病等因素
，因此，最容易受到病毒感染。

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肥胖，高血壓等。
有相關病毒防疫的信息和問題，請撥打

大休斯敦地區各市縣醫療健康部門的電話。
City of Houston: 832-393-4220 (9 a.

m. to 7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9 a.
m. to 3 p.m. Saturday)

Harris County: 832-927-7575 (9 a.m.
to 7 p.m. every day)

Fort Bend County: 281-633-7795 (8 a.
m. to 5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Montgomery County: 936-523-5040
Brazoria County: 979-864-2167 (10 a.

m. to 6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9 a.
m. to 2 p.m. Saturday)

Galveston County: 409-938-7221,
option 1

上週財經回顧 （3/16-3/20）：由於新冠病毒確診案例在全
球迅速攀升，上週股市繼續大幅度震盪。為控制疫情而採取的社
交隔離對全球經濟和就業將會有重大打擊。主要中央銀行和各國
政府均宣布了促進經濟的措施。美國宣布1.2 trillion美元的刺激
計劃，歐洲國家宣布總共1 trillion美元的新財政支出，美聯儲也

降息1%到零利率，並重新開始債券
購買計劃。預計市場震盪在接下來數
週將成為常態，但中國經驗表明，強
有力的管控措施會最終緩解病毒擴散
，生產生活恢復正常，抑制的消費需
求也將逐漸釋放。截止上週五，道瓊
斯工業指數收盤 19174 點（週跌幅
17.3%，年跌幅32.8%），標普500
指數收盤2305點（週跌幅15%，年
跌幅28.7%）， 納斯達克收盤6880
點（週跌幅12.6 %，年跌幅23.3%）
。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隨著最近市場
斷崖式下跌，從2月19日股市歷史新
高到目前低點只用了1個月的時間，
投資者普遍質疑，這次是否會是新一
輪的大蕭條？雖然市場表現感覺很像
2008年， 但造成市場大跌的原因和
2008年完全不同。這次的調整是由新
冠病毒這一健康危機導致的，而不是

經濟和金融危機導致的。 2008年的熊市是由於金融危機和次貸
危機，眾多金融機構存在很多不良貸款及高風險交易行為。 10
幾年後的今天，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十分健康，銀行破產風險很
小。大銀行目前擁有1.3 trillion 美金的證券資產和3 trillion 美金

的優質流動資金。這意味著銀行有足夠資金能夠繼續給企業和個
人發放貸款，即便在目前這個情況下。

應對目前的危機，聯邦政府能夠做什麼？ 1）通過降息刺激
企業和個人低息或無息貸款，從而保持和促進正常經濟生產和生
活。如美聯儲一周前降息1.5%實現零利率。 2）加大購買債券
， 聯邦已投入700 billion美金, 並宣布未來計劃購買不限額度的
國債，以提升市場資金的流動性。 3）給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
降低銀行從聯邦短期借貸資金的成本，並重新開放2008年金融
危機時的授信機制，以滿足銀行資金的需求，從而滿足中小型企
業和個人從銀行貸款的需求，度過這一難關。 4）對受新冠病毒
影響嚴重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和稅收減免。 5）確保全球金融市
場有足夠的美金可以流動。 5）加速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和生產
、並補貼民眾進行病毒測試及治療的費用。

在病毒蔓延，股市震盪，全民恐慌的時期，投資者要避免做
出情緒化投資決定，賣出短期下跌但長期看漲的優質產品從而實
現賬面虧損。歷史上任何一次熊市都有期限，受病毒影響的下調
更是容易恢復。在現在信息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負面消息充斥
讓人無暇應對之時，個人投資者不要以主觀感覺和悲觀情緒影響
投資決定，而應該諮詢專業投資顧問，客觀分析自己現有的投資
組合是否正確，擁有的投資產品只是短期內受大環境影響下調，
還是自身不夠優質長期也不建議持有的。進行客觀的投資分析，
才能做出理性化決定，並保持長期投資的心態。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
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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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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入角色8個月
黃子韜如何改變路人的既定印象

由黃子韜領銜主演的熱血青春勵

誌大劇《熱血同行》已於近期收官。

自開播以來，黃子韜自帶的人氣以及

對時代劇的話題度，都讓該劇備受關

註，最終以7.6的高評分收官。同時，

多平臺居高不下的熱度排名，也共同

見證了劇中的真摯燃情。

演員黃子韜的成長之路
制片人：他是崇利明的不二人選
開篇風光無限的京城貝勒爺，壹

句“爺是滿洲正白旗世襲郡王銜多羅

哲敏貝勒· 額爾吉崇利明”，讓不少

觀眾立刻記住了這位颯爽中帶著些許

江湖英雄氣的崇利明小貝勒。雖然他

的結局充滿傷痛與悲劇色彩，最後孑

然壹身。

黃子韜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崇利

明是他目前接到的角色裏，最喜歡的

壹個。“雖然比較悲慘，也比較痛苦

，但是我覺得他身上背負著國家的那

種情懷，還有他熱血的那股力量，為

了很多東西去付出。我體驗到了在那

個時代的壹些很偉大的東西。”

同時，黃子韜認為，崇利明就是

另壹個自己，“我付出了百分百的靈

魂在裏面。”

而黃子韜的這份真摯也收獲了為

這部作品付出的幕後工作人員認可。

制片人梁振華在接受采訪時談到，崇

利明這個角色身上有很多貴族氣，特

別驕傲、我行我素，與此同時他心地

又特別善良，“他具有壹定的武俠色

彩，所以還要能打，也是從二次元裏

面要破次元的這樣壹個角色，我相信

所有看過的觀眾都會覺得，子韜是飾

演崇利明的不二人選。”

8個月全情投入角色
讓制作團隊無比動容
作為擁有青春偶像劇陣容配置的

《熱血同行》，實則大大顛覆了前期

觀眾對它的預設。全劇的精神內核，

實際是源於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

中曾寫過的壹句話：“進前而勿顧後

，背黑暗而向光明。”

以黃子韜飾演的崇利明為代表的

壹眾熱血青年，伴隨著時代走向身份

的沒落。但他們為國而戰的勇氣與擔

當，卻從未改變。堅持正義的決心，

保持善意的堅定也壹如既往。

梁振華在點評黃子韜表現時，提到

了讓所有人感觸頗深的三個方面。壹是

拍攝時的全情投入、毫無保留的態度，

二是黃子韜曾習武多年，動作戲再危險

也幾乎每條都親自上陣。最讓他記憶深

刻的，是黃子韜為了角色，長達8個月

待在劇組，投入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與熱

忱：“我們相信，子韜塑造了獨壹無二

的崇利明——有波瀾壯闊的生命，也有

著壹顆苦痛而豐富的靈魂，這將長久地

留在觀眾的記憶深處。”

開播前的壹次媒體看片會上，黃

子韜首次看到了成片，壹度不忍落淚

離場的他，在結束後的采訪時感嘆道

，“又在我眼前發生了，又讓我回憶

起了這種痛，不是劇中人物，就是我

。我把自己的靈魂給了他，每壹刻都

是真實發生的。”

《熱血同行》中的崇利明是時代

洪流中渺小的塵埃，但他的燃情壯誌

對每壹位“新青年”都應該是有啟迪

有價值的。崇利明的故事已然告壹段

落，但演員黃子韜的路還在繼續。

《巴清傳》重拍進度曝光
唐德影視變更修改期限

唐德影視（300426）3月22日下午

公告稱，公司經與天貓技術友好協商，

雙方協商壹致，同意將《補充協議二》

中約定的電視劇《贏天下》修改期限從

“2019年 12月 31日前”變更為“2020

年4月30日前”。並將公司向天貓技術

交付已取得廣電主管部門審批通過並準

予在中國大陸地區衛星頻道及互聯網進

行播出的該劇修改後成片母帶的期限從

“2020年3月31日前”變更為“2020年

7月15日前”。

電視劇《贏天下》風波不斷，該劇

原名為《巴清傳》，但主演先後出現負

面事件，該劇被迫更換主演。唐德影視

2019年10月8日曾公告稱，公司與浙江

天貓技術有限公司（簡稱“天貓技術

”）於2019年9月30日簽署了《電視劇

<贏天下>信息網絡傳播權采購協議之補

充協議二》。公司稱鑒於該劇主要演員

的負面事件，公司承諾在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采取包括但不限於：重新布景

拍攝、技術手段、重新配音等將該劇原

定主要演員在該劇中的鏡頭修改為由天

貓技術另行確認的壹線演員出演的鏡頭

，並確保該劇整體的觀賞度、完整度及

藝術表達不受影響，由此新增的修改費

用由公司承擔，前述用於該劇修改所支

出的費用不低於6000萬元（且已含重新

聘用演員所需費用）。

2019年的協議中約定了補償安排。

如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仍未能按

本補充協議約定完成該劇修改並取得廣

電主管部門審批通過準予在衛視及互聯

網進行播出的，天貓技術有權解除原協

議、補充協議壹、本補充協議，公司應

在天貓技術發出解除通知後10個工作日

內返還天貓技術已支付的該劇全部費用

並按該劇授權費用總額的30%向天貓技

術承擔違約責任；公司返還前述天貓技

術已支付的全部費用並支付違約金後，

原協議、補充協議壹、本補充協議項下

的該劇所有授予天貓技術的權益以及本

補充協議涉及的其他權利轉讓及授權均

自動回歸公司所有。

此次再次簽署補充協議，意味著天

貓技術選擇繼續等待《贏天下》的播出

。公告顯示，如在2020年7月15日前，

唐德影視已促使該劇獲得國家廣電主管

部門審批通過並準予播出，但因天貓技

術原因未能安排該劇在2021年7月16日

前在天貓技術指定媒體進行播出的，則

2021年7月16日後公司不再承擔播出保

證義務；如截至2020年7月15日，公司

未能完成該劇的修改並促使該劇獲得廣

電主管部門審批通過並準予播出，則公

司按補充協議二約定向天貓技術承擔違

約責任。同時，雙方同意，將補充協議

二中約定天貓技術獲得之“該劇全球、

永久、獨占的全媒體播放權及其轉授權

、維權權利”的自主行使期限從“2020

年3月31日前”變更為“2020年7月15

日前”。

唐德影視表示，補充協議的簽署有

利於保證該劇的制作質量，補充協議的

簽署不會對公司2019年度財務狀況和經

營成果產生影響。

值得註意的是，唐德影視已經連續

兩年虧損。2018年歸母凈利潤為-9.27億

元 ， 2019 年 業 績 快 報 顯 示 其 凈 利

為-3711.88萬元。2019年，唐德影視實

現營業總收入-3.2億元，較上年減少6.9

億元。唐德影視解釋稱，本期公司就電

視劇《巴清傳》版權轉讓事宜與浙江天

貓技術有限公司簽署補充協議，對該劇

介質交付條件的約定發生變化，公司據

此將原已確認的該劇營業收入、營業成

本、應收賬款、以及單項計提的應收賬

款壞賬準備全額沖回，並根據上述補充

協議約定，計算該劇預計未來可回收金

額，對該劇轉回後的存貨價值進行減值

測試，單項計提存貨跌價準備。而本期

其他業務確認的收入金額不足以抵消

《巴清傳》項目營業收入沖回的影響。

《朋友請聽好》
何炅回憶與龍丹妮舊事感慨落淚

原創聲音互動陪伴真人秀《朋友

請聽好》正在熱播，新上線的第四期

“倒帶精選特輯”中，何炅收到壹封

來自“恩人”的來信，回憶中學時與

龍丹妮壹同做廣播的經歷，感慨落淚

。謝娜弟弟的來信則讓現場秒變粉絲

聚會，信中真情實感表白易烊千璽，

逗趣十足。

謝娜弟弟“表白易烊千璽”

本期節目中，何炅收到了帶他開

啟主持生涯的“恩人”尹洋姐的來信

，信中講述了何炅和龍丹妮大膽應聘

電臺主持人的往事。當時還是中學生

的兩人，突破電臺嚴密的警衛，來到

尹洋姐的辦公室，主動請求壹起主持

並現場表演講故事，就這樣走進了直

播間，邁出了各自職業生涯的第壹步

。回憶起這段青蔥的歲月，何炅忍不

住哽咽，努力平復情緒才能把信件讀

下去。

謝娜則收到了來自弟弟的信件，

信中弟弟先是祝福謝娜解鎖播音員新

身份，隨後便自曝粉絲身份表白易烊

千璽，稱自己看完《少年的妳》之後

便被易烊千璽圈粉，第壹時間聯系易

烊千璽的工作人員，問他們是否需要

免費幹活的人手，還在線求合影，真

情流露的粉絲心態十分明顯，謝娜不

禁笑著吐槽道：“前面都是些廢話，

主要是表白易烊千璽是嗎？”

三少年初次見面大型“尬聊”

此外，節目也放出了易烊千璽、範

丞丞、董又霖三名人氣少年初次見面的

大型“尬聊”現場，還不熟悉的三人相

顧無言又努力聊天的畫面相當好笑。在

前往廣播小站的車上，聊起對節目的期

待，範丞丞直言：“比起廣播，我更好

奇千璽是什麽樣子。”對此，董又霖也

表示同感：“我也很好奇，感覺他挺酷

的。”而何炅、謝娜還未到達，三人便

率先碰面了，初次見面的三人眼神表

情都很不自然，範丞丞摸著腦袋緩解

緊張，還甩甩手稱“不尷尬，壹點都

不尷尬”。不料，隨後的吃飯時間尷尬

升級，範丞丞、董又

霖輪流找話題打破冷

場。聊完年齡後，董

又霖問易烊千璽“妳

今天從哪來”，易烊

千 璽 壹 本 正 經 回 答

“北京”，說完忍不

住偏過頭抿嘴偷笑，

而察 覺 到 千璽偷笑

的範丞丞則尷尬到笑

出了聲，最後只能無

奈放棄尬聊，專註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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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武漢兩周後“解封”！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24

日發佈通告，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

地區，將於3月25日起解除離鄂通

道管控，武漢市將於4月8日起解

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喜訊給

滯留在外的武漢人有了歸家的期

盼，不少人開始着手準備踏上回家

的路。

歸鄉心切 回漢謹慎
武漢兩周後解封 滯留深圳康復者：

“我是中午11點多看到武漢即將解封的消息，
第一時間就馬上在家人群、同學群裡瘋狂

地轉發，奔走相告。”滯留深圳已兩個多月的武漢
人李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難掩心中
的喜悅，“下個月回家還能趕上帶孩子去看櫻
花。”

深圳生活簡單溫馨
李生一家三口在春節之前前往深圳旅遊，夫

妻二人卻出現病症，後確診為新冠肺炎。3月8
日，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李生從深圳市羅湖區委黨校
結束14天隔離後，和家人一同住進了梧桐山某公
寓。滯留深圳的日子，簡單而溫馨，李生負責外出
採購食材，偶爾早上6時多起床後去附近的梧桐山
綠道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李太陪孩子上網
課、畫畫，閒暇之餘再看看書、網上辦公。

李生一直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強調，他對疫情
仍保持着謹慎的樂觀態度。或許因為自己是康復患
者，在深圳已開放各類公共場所的情況下，他也極
少外出，哪怕是帶着孩子到附近廣場上走走，依舊
顯得非常謹慎。

“武漢才連續幾天零新增，就又出現確診病例。”
李生直言，儘管目前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大好，但是國
門還是打開的，入境人士即便要隔離和核酸檢測，也
仍存有潛在風險。

高鐵列車尚未恢復
儘管歸鄉心切，李生卻並未着急回武漢。

“剛解封的時候先不去湊熱鬧，計劃最早解封10
日後再動身，這次不會再選擇12個小時的火車，
首選飛機，越快回去越好。一路上還是會做足防
護，安全第一。”

李生表示，疫情變化無常，就算是再着急，
回去後一家人也會自我隔離在家，“都熬了這麼久
了，也不在乎多那麼幾天。留在武漢的家人，也都
願意再忍耐下，再堅持下，居家生活最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北站了解到，目前深
圳至武漢的高鐵還未恢復，無法購買4月8日以後
的高鐵票，需要等待新的列車時刻表出來後才能確
定售票日期。深圳目前至武漢的飛機航班數量也僅
有5班，且均需轉機，最短航程時間都要8小時以
上。

湖北對外交通安排
3月25日零時起
◆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鄂通道管控，離
鄂人員憑湖北健康碼“綠碼”安全有序
流動。

◆恢復辦理湖北省除武漢17個鐵路客站外
的到達和出發業務。

4月8日零時起
◆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有
序恢復對外交通，離漢人員憑湖北健康
碼“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武漢市根據疫情風險等級評估情況，推
動企業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條件復
工復產。

來源：新華社

■■2424日日，，武漢市消防救援武漢市消防救援
支隊支隊7070餘名隊員穿好防護餘名隊員穿好防護
服服，，分成若干組分成若干組，，對武漢火對武漢火
車站候車室車站候車室、、站台站台、、檢票口檢票口
和售票廳等公共場所進行全和售票廳等公共場所進行全
方位深度消殺方位深度消殺。。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24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部署
進一步提升中國國際航空
貨運能力，努力穩定供應
鏈。
會議指出，中國國際

航空貨運能力存在明顯短
板，當前受疫情衝擊國際航
空客運萎縮，導致客機腹艙
貨運大幅下降，對中國產業
的國際供應鏈帶來較大影
響。要採取有效措施提高中
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既着
力保通保運保供、支撐國內
經濟，又推動增強中國物流
行業國際競爭力。

支持快遞企業
發展空中網絡
會議指出，一要加強

國際協作，暢通國際快件
等航空貨運，對疫情期間
國際貨運航線給予政策支
持。鼓勵採取租賃、購買
等方式增加貨機，支持貨
運航空公司壯大機隊規
模，發展全貨機運輸。發
揮市場機制作用，一視同
仁支持各種所有制航空貨
運市場主體發展，鼓勵航
空貨運企業與物流企業聯
合重組，支持快遞企業發
展空中、海外網絡。

二要完善航空貨運樞
紐網絡。對貨運功能較強的
機場，放開高峰時段對貨運
航班的時刻限制。在京津
冀、長三角、粵港澳和成渝
等地區具備條件的國際樞紐
機場實行24小時通關，提
高安檢和通關效率。
三要健全航空貨運標

準體系，推動貨運單證簡化
和無紙化，建立航空公司、
郵政快遞、貨站等互通共享
的物流信息平台。加強清
關、貨代、倉儲等物流服
務。加強現有機場設施升級
改造，完善冷鏈、快件分揀
等設施。有序推進以貨運功
能為主的機場建設。

提
升
國
際
航
運
能
力
穩
定
供
應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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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

京首度出現輸入關聯病例。根據最新疫情通

報，當地一名英國返京男子居家隔離觀察期間

數次外出，幾日後確診感染。官方在流行病學

調查分析後，認為同樓居住的關聯病例可能接

觸了輸入病例在確診前所污染的樓梯環境致

病。由於輸入病例返北京時，北京還未對非重

點疫區實施集中隔離，也未有對居家隔離作出

強制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前期政策的漏洞讓輸

入病例有機會在社區裡傳播。

京疫策疏漏 入境者染鄰
入境時無強制居家隔離要求 疑樓梯環境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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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介紹，關聯病例患者劉某某
的樓下鄰居李某3月5日由英國抵京，居家隔離觀察，

其間有在小區內活動和在超市購物，7日走樓梯到小區辦理出
入證，9日發病，11日走樓梯步行至海淀醫院就診，12日診
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報，劉某某在發病前兩周無武漢、湖
北、其他有病例持續傳播地區及境外旅行史或居住史。根據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劉某某與李某兩人近期均有走樓梯的情
況，劉某某可能接觸了李某在確診前所污染的樓梯環境致
病。疾控部門和社區已對李某和劉某某的生活環境先後採取

了消毒措施。疾控部門提示，疫情
防控形勢仍嚴峻複雜，個

人和家庭要繼續落
實相關防控措
施外，物業
管理單位
也要在

小區內及時清污，對共用設施要堅持經常消毒。
香港文匯報梳理發現，北京3月3日要求從韓國、意大

利、伊朗、日本疫情嚴重國家來京，需隔離觀察滿14天，到
3月11日，自非疫情嚴重國家入境進京人員，才同樣要居家
觀察或集中觀察14天。這意味，李某3月5日由英國抵京，按
照當時的隔離政策，李某無須隔離觀察滿14天，可以自由活
動。

今起入境京須就地集中隔離
按照北京最新的防控要求，25日零時起北京決定對所有

從北京口岸入境人員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離觀察，
全部做核酸檢測，而不再僅限於對目的地為北京的境外進
京人員集中隔離。

“14日內從其他口岸入境進京人員，亦將全部集
中隔離觀察，全部做核酸檢測。”北京市人民政府
副秘書長陳蓓表示。她強調，當前，境外疫情快速
蔓延帶來的輸入性風險持續增加，“外防”輸入形
勢異常嚴峻複雜。北京作為重要國際口岸城市，
防範境外疫情輸入已經成為當前的重中之重，只
有採取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才能最大限度
堵塞風險漏洞，確保首都安全。

在24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發佈會上，北
京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副總站長吉利霞透
露，自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肺炎
疫情為“全球大流行”以來，北京口岸入境
人員7.5萬人次，日均6,000餘人，主要為
內地居民，佔總入境人數的九成多。

據介紹，出入境邊防檢查方面將強化
信息共享，把來自疫情嚴重國家、與確診
病例同航班，以及經外口岸入境來京等
人員信息推送給有關部門落實屬地管
理，實現口岸和社會面防控的有機
銜接。此外，還將通過優化查驗流
程，以最便捷高效的查驗方式，在
登機口為轉運送醫旅客辦理邊檢入
境手續，縮短轉運時間。

京本月入境檢疫措施調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
疾控中心研究員吳尊友24日在北京回應稱，無症
狀感染者都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均已受到
管理，不會造成傳播擴散。

針對中國為何採取與世衛不同標準，未把無症
狀感染者列為確診病例，以及無症狀感染者會不會
出現人傳人現象的問題，吳尊友解釋稱，無症狀感
染者有些是在觀察期內發展成病人，還有一部分到
觀察結束也沒有出現症狀，但不論有無出現症狀，
都是在我們管理的密切接觸者當中發現的。

吳尊友指出，依據中國當前的管理措施，密
切接觸者都已納入隔離觀察，而且隔離觀察都是
獨立的，一旦發現症狀馬上轉到醫院去診斷治
療，不會造成社會上的傳播擴散。

大多數無症狀患者會自癒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

版）》中定義，疑似及確診病例，需具備臨床表
現。無症狀感染者因無臨床表現，需要集中隔離
14天並做進一步的檢測來進行判斷。如果無症狀

感染者在隔離期間出現了症狀，則將其作為確診
病例報告並公佈。

根據中新社的報道，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23日晚在其官方網站對無症狀感染者的相關情況
作出回應時稱，少數無症狀感染者可能會發展為
確診病例，但絕大多數會自癒。

港大：染病首周已有大量病毒
不過，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等專家在

內的港大及瑪麗醫院專家團隊，在醫學期刊《刺

針》發表研究文章，其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患者
在感染首周，體內已有大量病毒，但不少人感染
初期症狀輕微，甚至無病徵。

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泓表示，確診
病患初期症狀輕微到可能只是少許喉嚨痛或少許感
冒，“大家不要覺得，我這麼小事情，就一定不是
2019冠狀病毒。與沙士（內地稱非典）不同，沙士
（病毒數量）在第二個星期才最高。2019冠狀病毒
的感染在社區爆發那麼厲害，是因為一開始時，病
人仍未入院，病毒數量就已經很高。”

疾控專家：無症狀感染者已受管理 不造成傳播

中國疫情最

新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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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省份：

境外輸入病例：
相比3月23日：+47

73,650累計治癒病例：
相比3月23日：+491

3,281死亡病例：
相比3月23日：+4

（其中湖北省3,163）

註：截至24日24時
資料來源：中國國衛家衛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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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上海24日也通報首個境外輸入關聯病
例，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目前已追蹤到其在
上海的密切接觸者9人，均已落實集中隔離
觀察。
據介紹，境外輸入關聯病例常住上海寶

山，於3月14、15日在廣東出差，並曾與當地
確診的境外輸入性病例有過接觸。21日根據協
查通報，上海將其作為密切接觸者，對其實施集
中隔離觀察，其間出現症狀。而綜合流行病學
史、臨床症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

診斷為確診病例。
目前，上海對確診病例涉及的場所等已告知當

地，並嚴格落實相關消毒措施。

上海將入境航班集中浦東機場
在24日下午舉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發佈會

上，上海市政府新聞辦新聞發佈處處長尹欣透露，自3
月25日零時起，虹橋機場暫停所有國際、港澳台的進
出港航班業務，並將虹橋機場此前所有國際、港澳台
航班轉場至浦東機場運營，保留虹橋機場國際、港澳
台航班備降功能。

滬首現境外輸入關聯病例

3日 從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疫情嚴重國家來京，需隔離觀察
滿14天

在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D區開闢專區，作為來自疫情嚴重國家
的航班停靠專區10日

自非疫情嚴重國家入境進京人員，也要居家觀察或集中觀察14天。
在新國展設立專門集散點，由各省區市和北京市16區及開發區分別
派駐工作組，做好24小時的分流轉送工作

11日

大興機場國際航班全部轉首都機場運行14日

國際及港澳台航班均要停靠首都國際機場處置專區安檢。所有境外進京
人員，均應轉送至集中隔離點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16日

民航局等五部委聯合發佈公告，調整部分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
班分流至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的機場3個指定第一入境點入境19日

民航局等五部委聯合發佈第2號公告，將第一入境點入境增加至12個，要求
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均須從12個指定的第一入境點入境22日

所有從北京口岸入境人員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離觀察，全部做核酸檢測25日

■■疾控部門提示物疾控部門提示物
業管理公司要勤清業管理公司要勤清
潔共用設施潔共用設施。。圖為圖為
海淀區某住宅的工海淀區某住宅的工
作人員正在清潔梯作人員正在清潔梯
間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染病男子染病男子
所居住的大所居住的大
河 莊 苑河 莊 苑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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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隨著疫情的蔓延, 社區“必須
採取進一步措施“以說明防止COVID-19 /新冠
病毒的傳播和擴散, 政府發佈了”stay-in –
Hom“令,恒豐銀行在疫情期間, 全力配合政府
與衛生部門的要求, 以大眾的健康與安全為首
要考慮,自3月25日起, 所有營業網點只接受預
約的大廳服務專案 , 鼓勵所有客戶使用恒豐銀
行網上銀行服務專案及車道服務, 如需要特別

同 銀 行 專 員 商 談, 煩 請 致 電 恒 豐 銀 行
713-596-2888 做事先預約.同時, 恒豐銀行對
大廳營業時間也做了相應的調整, 詳情煩請登
錄AFNB.COM。

在疫情期間,恒豐銀行將保持良好的運營
狀態, 我們已經做好各方面的準備,為您財務管
理需求提供支援,建議及方案,與客戶及社區民
眾一起對抗所面臨的市場波動。

我們期望民眾最大限度的關心保護個人及
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同時尋求正確的資訊方
式關注疫情的最新情況, 不要聽信及傳播不正
確的謠言,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您可登錄www.
CDC.gov 瞭解有關疫情的資訊。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5月 18日,從臨時
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近22年的兢兢業
業的努力,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社區銀行的

標準,員工達230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20處,及1
個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
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
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
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
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
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王朝旅遊居家辦公通知王朝旅遊居家辦公通知：：根據新冠病毒疫情形勢根據新冠病毒疫情形勢，，響應政府居家防疫規定響應政府居家防疫規定。。為了客為了客
戶及員工的安全著想戶及員工的安全著想，， 20202020年年33月月2525日起至日起至44月月33日日，，王朝旅遊實行居家辦公王朝旅遊實行居家辦公。。

疫情期間安穩保險在家辦公通知疫情期間安穩保險在家辦公通知

疫情期間恆豐銀行調整營運時間及方式疫情期間恆豐銀行調整營運時間及方式

尊敬的新老客戶朋友們，大家
好！

鑒於疫情的發展，遵照 Harris
County今日發出的在家令,安穩保險
從明日，即3/25/2020起實行在家辦
公，在此期間業務正常，營業時間
與平時相同。周一至周五8:30AM-5:
30PM, 周六：9:00AM-3:00PM,周日
休息。需要者請優先通過email 聯系
，我們的電話713-952-5031已設置
轉往手機，但有可能轉不成功而失

去聯系。也可以通過微信聯系，若
都聯系不及時，請打經理楊德清的
手機713-818-3507。為此在家工作
給大家帶來的不便深表歉意！

具體回辦公室辦工時間會根據
政府指令而定，一旦情況允許，我
們會盡早恢復正常。

一．email 聯系方式如下 ：
1. Hunter: buy@allwininsurance.
com
2. Lucy: sale4@allwininsurance.

com
3. Grace: sale3@allwininsurance.
com
4. Ronald: sale2@allwininsurance.
com
5. Cherry: info@allwininsurance.
com
6. James: sale5@allwininsurance.
com
7. Lisa: sell@allwininsurance.com
8. Miranda: sale1@allwininsur-

ance.com
9. Annie: support@allwininsurance.
com

二．微信及短信聯系方式如下
：

微 信 ID: Allwin7476 或
832-876-4656，短信可以直接發到
832-876-4656，我們會立刻收到進
行處理。

公司經理 楊德清會時刻監督疫
情期間的工作，如果有客戶在我們

服務中遇到問題，可以直接聯系他
。郵件yangdeqing@yahoo.com或打
電話 713-818-3507。

最後，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
在這特殊時期，希望得到您的理解
，我們希望與客戶共度難關。爭取
一如即往地服務好客戶，請大家放
心！再次為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表
示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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