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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建德國建““方艙醫院方艙醫院”” 市政大廳變醫療中心市政大廳變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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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韋拉克魯斯的科爾多瓦動物墨西哥韋拉克魯斯的科爾多瓦動物，，壹只新生孟加拉虎娃在疫情期壹只新生孟加拉虎娃在疫情期
間誕生間誕生，，動物園工作人員決定給它起名為動物園工作人員決定給它起名為““CovidCovid”（”（科維德科維德），），名字名字
發音與新冠病毒相似發音與新冠病毒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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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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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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驚濤駭浪
海外投資客折戟高杠桿

近期，大宗商品市場極端行情不斷

，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值得註意的是

，國內有壹批通過各種途徑參與海外市

場的投資客，由於杠桿高且缺乏有效監

督途徑，這些投資者在市場波動中往往

更容易遭受損失。市場人士分析，全球

商品市場的大幅波動仍將持續，投資者

需要進壹步提高風險意識，與此同時，

國內期貨行業也加緊了風控管理，推動

投資者與行業共渡難關。

“舔血”百倍杠桿
近日來，在全球目光被各國股市熔斷

等消息所吸引的同時，商品市場也悄然掀起

了壹場血雨腥風，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

王明曾經留學美國學習金融，上學

期間接觸了黃金交易，回國後壹直保持

著交易的習慣。中國證券報通過采訪了

解到，2019年開始，王明壹直持有黃金

多頭倉位，倫敦金價壹路從1100美元/盎

司左右上升到最高1700美元/盎司，王明

的收益也壹直水漲船高。

但是美好的時光並沒有持續多久，3

月9日，歐美股市大跌，黃金也巨震，

當天最大振幅接近50美元/盎司。次日，

黃金繼續下跌，倫敦金當日跌幅達到

1.83%，此後4天，黃金市場每天都是壹

條“大陰線”。王明在此過程中，不斷

加倉、爆倉、追加保證金、繼續爆倉，

截至3月13日，王明已經虧掉了2019年

所有的收益，並且在追加保證金的過程

中折進去30萬美元，不得不認輸離場。

超過百倍杠桿的金錢遊戲，壹旦失

敗就難以全身而退。“海外的現貨黃金

市場，杠桿最少也要100倍，甚至1000

倍杠桿也不罕見，”武漢新世界珠寶公

司有才研究院首席量化分析師熊彥博對

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王明很有可能參

與的是此類市場，該類交易往往被行業

從業者視為刀尖舔血，如果極端行情中

不能控制心態，很容易發生重大損失。

壹位接近監管的市場人士也對中國證

券報記者表示，外盤投資向來是風險高

發領域，壹方面，海外投資渠道復雜多

樣，不少投資品種風險系數大大高於國

內，投資者難以確切了解。同時，由於

國內監管鞭長莫及，投資者壹旦發生損

失也無法通過合法有效途徑維護自身權

益。他介紹，目前全球監管機構對於跨

境投資者都有較高要求，比如海外投資

者要投資中國市場，正常情況下也只能

通過海外監管機構認可的有限渠道參與。

“所以希望投資者還是通過合法正

規渠道投資，即便是在海外壹些正規渠

道有了投資賬戶，也要多加學習了解規

則，嚴控風險。”上述市場人士表示。

大宗商品跌宕繼續
受新冠疫情和國際原油市場大跌等

影響，國內原油、能化、貴金屬、金屬

等產品期貨價格集中或輪番大幅下跌，

且部分期貨合約出現連續壹字無量跌停

，出現多年未有的風險狀況，部分期貨

合約跌幅遠大於保證金水平，有的客戶

倉位較滿，或保證金追加不及時的，平

倉單與期貨公司強平單委托後壹字跌停

不能成交，無法減倉釋放風險，導致穿

倉等情況發生，投資風險大幅提高。建

信期貨認為，後續國際期貨品種還有巨

幅波動的可能，國內期貨投資可能會產

生新的風險。

以最具有避險效應的貴金屬市場為

例，近期倫敦金價格已經跌破1500美/盎

司，避險功能幾乎喪失殆盡。黃金和美

股等風險資產出現同跌，主要原因還是

在於金融市場流動性在風險類資產暴跌

中急劇收縮，市場被迫拋售頭寸變現。

在這種極端情形下，多數市場人士

認為，宏觀經濟的風險在持續增加，大

宗商品市場的劇烈波動還將繼續。

“當前仍難言避險模式結束，商品

整體承壓，”華泰期貨研究院的蔡劭立

在研報中表示，新冠疫情在全球擴散的

風險仍在加大，同時，隨著原油價格持

續走低，以及疫情造成實體經濟承壓有

可能帶來信用違約並引發金融風險，需

密切關註美國高收益企業債利率，以及

CLO等衍生品的價格波動。

新湖期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金玉衛

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

當前市場環境下，建議投資者要理性操

作，不要盲目追漲殺跌。

“市場價格最終會依存基本面，投機

、恐慌都是暫時的；投資者除了研究市場

趨勢外，還要關註市場的波動率，防止在

高波動率下做出錯誤的判斷導致資金過快

的損失，”金玉衛表示，對於企業的套保

持倉，要關註資金的流動性，避免市場的

大波動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對於貿易型企

業，核心是把敞口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

對於投資客戶，“風險控制、保護本金”

是交易核心中的核心。

期貨行業加強風控管理
極端行情頻發，對於整個行業都是

挑戰，期貨行業正在不斷加強風控，攜

手投資者共渡難關。近日以來，上期所

等國內商品交易所已經多次通過提高交

易保證金比例、調整漲跌停範圍來維護

市場穩定。而在期貨公司，風控也成為

當前工作的要點。

金玉衛表示，根據客戶不同的交易

背景給相應的建議，比如套期保值的頭

寸，因為其頭寸和現貨是對沖的，建議

客戶提供充足的保證金，避免被強制平

倉；對於投機客戶，建議客戶控制好風

險，理性運作。

此外，在行情波動大時，有壹些客

戶可能觸及了風險線需要強制平倉時，

新湖期貨不是簡單地根據市價單或漲跌

停的跌停板價去掛單成交，公司根據不

同品種的特點，專業地進行價格分析，

提出控制的比例和價格。

建信期貨對中國證券報介紹，為了

應對近期市場波動，公司加大了風控措

施。比如，密切關註外盤行情，公司風

控部門提前做風險品種保證金水平風險

預估和測算，針對每個客戶做好保證金

追加和強平風險預案。同時，公司與交

易所同步提高品種合約保證金率，近期

提高幅度較日常有1-5個百分點的提高，

以降低普通投資者的交易結算風險。

銷售端乏力 中小房企資金鏈承壓
綜合報導 隨著房地產行業陸續復工，上市房

企融資動作頻繁。26日，包括綠城集團、新城控股

、泛海控股等多家公司同日公布融資公告。

根據公告內容，綠城擬發行壹筆總規模不超過

15億元的公司債。新城控股擬發行2020年度第壹

期超短期融資券，金額7.5億元，募集資金用於償

還到期的債務融資工具及利息。此外，泛海控股公

司也在申請壹筆24億元的融資。

房地產行業作為資產密集型產業，通常采用

“高周轉、高杠桿”的模式。其中“高周轉”要求

房企“拿地快、開工快、開盤快、銷售快”，但伴

隨著疫情來襲，“停工、停產、停售”突然阻斷了

原本高速運轉的流水線，導致收入劇減。

“與此同時，‘高杠桿’意味著房企仍需面臨

到期債務和剛性成本的支出壓力。這種收支不平衡

的局面無疑增大了現金流壓力，資金能否順利周轉

則直接決定了房企生死存亡的命運。”克而瑞地產

研究中心壹位分析人士指出。

2019年，房地產銷售市場壹直面臨較大的回落

壓力，疊加2020年初的疫情沖擊，銷售端將承受更

大壓力。近日上市房企陸續公布2019年業績報告顯

示，其中多家企業2019年負債率出現攀升。

與此同時，在外部融資環境沒有明顯改善的情

況下，房企現金流高度依賴銷售回款。該人士分析

指出，“疫情帶來的銷售壓力，會使房企資金面迎

來大考，不排除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房企會出現

破產清算。”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中小企業融資較為困難，

少有渠道填補資金缺口。於是對這些企業而言，沒

有銷售回款會直接導致資金面趨緊，引發嚴重的財

務危機。例如，近日成都房企中迪禾邦就被披露資

金鏈斷裂，已欠薪兩個月。

根據人民法院公告網顯示，2020年初至今，全

國已有超過百家房企宣告破產，有數日甚至平均每

天2到3家房企被清算。其中，就有不少房企是二

三線城市裏的中小型開發企業。

該人士指出，結合2019年業績報告來看，在行

業呈現強者恒強的情況下，規模型房企在融資方面

優勢更加突出，而中小房企當前的資金狀況仍然面

臨較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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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1 疫情:更新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1054人
截至到周二上午 11

點,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
染人數增至1054人, 11人
死亡,79人治愈.

面對死亡人數增加,
川普昨天發布延長 30 天
時間, 呼籲民眾接續保持
社交隔離, .哈瑞斯縣縣長
Lina Hidalgo 週二公佈將
延長休斯頓地區的居家
令和安全工作令，上週
開始的這項規定計劃週
五到期，預計將接續延
長 30。食品超市，醫療
系統以及警方和消防部
門等將繼續保持正常運
行。

週二，位於糖城的
Smart Financail Center 將
對公眾免費進行病毒測
試，有相關症狀的居民
或是疑似接觸了感染者
的居民都可以進行測試
。地點：18111 Lexing-
ton Blvd.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3/23-3/27）：

美國股市上週實現了11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周
，並在過去一個月唯一一次連續數天上漲。
美聯儲宣布不限額資產購買計劃， 以支持資
金和信貸的流動性，幫助雇主、消費者和企
業渡過難關。國會和白宮達成史無前例的2
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以緩解新冠病毒對
經濟造成的打擊。全球新增病毒感染案例必
須出現拐點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市場對未來幾
個月GDP下跌和企業盈利下降的擔憂，但政
策上的有力支持可以幫助盡量避免此次公共
健康危機引發的熊市進一步延續，從而造成
長久大範圍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截止上
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1637點（週漲
幅12.8%，年跌幅24.2%），標普500指數收
盤 2541 點（週漲幅 10.3%，年跌幅 21.3%）
， 納斯達克收盤7502點（週漲幅9.1 %，年
跌幅16.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周美股市場5天中有3天在增長， 尤
其在周二增幅高達9.4%， 這是標普500歷史
上日增幅第9高的一天。川普總統上週五簽
署了國會通過的2萬億美元救市方案，此方
案包括全民發錢，增加失業補助，企業低息
貸款和稅務優惠。此次救市方案總金額佔
GDP的10%，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政府救市
金額的兩倍，可見此次政府宏觀調控經濟以
應對病毒影響的決心。接下來的實施階段很
重要，各類補助和貸款如果能夠直接快速的
發放，將有效幫助每個家庭和企業度過當前

難關，增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心。
隨著全國社交隔離和部分城市封城令的

頒布，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對病毒開始重視
，採取積極配合主動預防的措施。這一態度
的轉變使得大家對病毒得到有效控制的信心
增強。雖然短期內新增案例和死亡人數仍不
斷增加，上週四的新增失業人口數據超過了
3百萬人，但上週市場整體上漲，說明廣大
投資者對市場負面信息的恐慌程度下降，對
消除這一全球瘟疫以及政府救市計劃的信心
逐漸增強。上周美國各州的病毒測試能力有
所提高，醫療設備短缺的情況有所好轉，臨
時醫院也有效部署以用來接收病人避免醫療
擠兌。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
工廠，目前已從病毒陰影中走出，逐漸恢復
正常生產生活，這也為投資者帶來了希望。

雖然市場整體比起兩週前恐慌已經降低
，但接下來幾週出現過山車般的震盪還是高
概率事件。以上次熊市為例，2008年11月到
2009 年 1 月期間，標普 500 漲幅 24%，但市
場震盪仍持續了2個月才過渡到穩步上漲的
牛市。對於目前想參與股市投資，以較優惠
的價格買入優質股票的投資者，建議制定一
個適合自己的定存計劃，每週、每月、或按
一定標準（如關注的股票價格達到某一數值
時）分散到不同日期買入，可以有效分散風
險。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
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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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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組

會議。會議要求，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

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

中央：嚴密防控無症狀感染者
公開透明發佈信息 堅決防止遲報漏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

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
導小組部署，針對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新的重大變
化，將應急措施和常態化防控相結合，及時完善防
控策略和應對舉措，進一步做好無症狀感染者防控
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早日步入正常軌道。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境內疫情防控向好態勢繼

續鞏固，復工復產積極有序推進，成績來之不易。
但全球疫情正處於大流行階段，任何國家都不能獨
善其身。要實事求是科學研判疫情形勢，保持清醒
頭腦，充分認識我國疫情防控面臨的風險壓力和工
作艱巨性。繼續做好重症患者救治、出院患者14天
隔離與28天隨訪等工作，強化醫療機構發熱門診相

關病例監測和傳染病網絡直報，做到“四早”。各
地要堅持公開透明發佈信息，不允許為了追求病例
零報告而瞞報漏報，這既有利於引導公眾做好防
護，也有利於積極有序推動復工復產。要繼續做好
疫情跨境輸入輸出防範。加強檢測力量和設備設施
配備，對所有入境人員實施核酸檢測，切實守好外
防輸入關口。駐外使領館和相關部門要做好我在境
外公民領事保護、防護指導和物資保障，保護他們
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一旦發現立即隔離醫學管理
會議指出，當前鞏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現

防控漏洞，必須突出做好無症狀感染者監測、追
蹤、隔離和治療。要有針對性加大無症狀感染者篩
查力度，將檢測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新冠肺炎病例和

已發現的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有特殊要求
的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等。一旦發現無症狀感染
者，要立即按“四早”要求，嚴格集中隔離和醫學
管理，公開透明發佈信息，堅決防止遲報漏報，盡
快查清來源，對密切接觸者也要實施隔離醫學觀

察。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
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
措施。同時，做好患者出院後按要求復查，加強復
陽人員醫學管理等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黃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

浙江按確診管控 力排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從30日舉行的浙

江省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浙江省
對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嚴格按照確診病例的管控要求執行。
浙江省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

秘書長陳廣勝表示，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是當前疫情防控的突
出隱患，也為社會公眾高度關注。一經發現，立即收入定點醫院
進行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滿須經兩次連續標本核酸檢測
陰性，且採樣間隔時間大於24小時。在定點醫院解除隔離後，
參照確診病例康復期管理要求，轉至集中隔離點繼續觀察14
天。
為最大限度防範風險，浙江省對所有入境來浙人員在開始

和解除集中隔離時均開展實驗室檢測，全面排查無症狀感染
者。一經發現，隨即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鎖定可能的密切接觸
者並落實隔離措施，確保第一時間切斷傳染途徑。

國際航班遞減9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內地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中國出台多舉措
防控。中國民用航空局運輸司二級巡視員靳
軍號30日在京應詢表示，從疫情爆發伊始，
民航局執行的航班上限基數一直呈現出遞減
趨勢。本周計劃航班量僅為108班，相當於
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
1.2%。此外，65個國際道路運輸口岸中，只
有34個保持開放狀態。
為此，自3月19日開始，中國民航局多

次下達縮減航班通知。靳軍號介紹，按照統
計，從3月29日到4月4日，本周計劃航班量
僅為108班，意味着相對於上周的734班又減

少85.3%，108班相當於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
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1.2%。“總體來講，趨
勢是加速遞減的狀態。”

僅開放34個口岸貨運服務
他表示，按照新政策要求，現在國際客

運量涉及到北京、上海、廣州三大航空樞
紐，總量從上周的550班減少到現在的61
班，降幅達89%。再結合新通知中的要求，
航班的客座率不超過75%，據此測算本周預
計通過航空口岸入境的人員日均從25,000人
將下降到4,000人左右。
中國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司長李揚表

示，對中國來講，防止疫情境外輸入是巨大
壓力。
目前，中國有65個開通國際道路運輸的

口岸，其中34個到現在為止保持開放狀態，
其他的因為季節原因或受疫情影響已經全部
關閉。從這34個口岸每天進入的貨車司乘人
員數量大概在2,000人左右。此外，每天從港
澳進入內地的貨車司機數量大概在8,000人左
右。
李揚介紹，目前，全國128個口岸全部

暫停了旅客運輸服務，包括中日、中韓口岸
14個，大陸和台灣、內地港澳之間的客運口
岸。

■中央會議要
求，要實事求
是科學研判疫
情形勢，繼續
做好重症患者
救治，出院患
者 14 天隔離
與 28 天隨訪
等工作。圖為
華中科技大學
同濟醫院光谷
院區關閉，醫
務人員將患者
轉運集中到該
院中法新城院
區。 新華社

要聞
文
匯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李鴻培 1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網及央視新聞報道，正在

浙江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29日下午來到寧波北侖大楔

高端汽配模具園區管理服務中心，親切看望園區管理

人員、中小企業負責人代表、返浙員工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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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後再訪余村 生態美產業興

戴不戴口罩有講究
��$

3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浙江考察。

從新華社發出的現場照片
看，總書記在寧波舟山港穿山港
區碼頭上沒有佩戴口罩。

當時，總書記正在穿山港區2號集裝箱泊
位察看碼頭現場作業情況。海風捲着細雨，空
氣十分清新，周邊環境也很空曠，人員之間保
持着比較大的距離。

自疫情發生後，習近平總書記赴北京、湖
北等地考察時全程都佩戴着口罩。

2月10日下午，總書記在北京市朝陽區安
貞街道安華里社區考察調研，不僅戴口罩、量
體溫，還對社區的群眾說：“非常時期就不握
手了。”

實際上，3月29日總書記在寧波考察過程
中，只要是在辦公大樓、生產車間等室內環境
中，仍然全程佩戴着口罩。

有細心的網友發現，同樣是在戶外，也有

戴口罩的。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這幾張照片展現的現場情況是這樣

的：當時，總書記從辦公樓裡走到室外平台俯
瞰穿山港區，隨後又回到了室內，所以這個過
程中一直佩戴着口罩。

戴不戴口罩？什麼情況下要戴？什麼情況
下可以不戴？

一個細節，大有深意：當前疫情防控工
作，一是決不能鬆勁，二是要精準施策。

換句話說，這個時候還不是萬事大吉的時
候，戰“疫”還沒有全勝，疫情防控大意不得。

同時，中央明確提出，要以省域為單元推
動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所轄縣區均為低風險的省
份，要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除湖北、北
京以外，對於省內仍有中風險縣區的省份，要做
好精準防控，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

如何做到“精準”？就是要採取差異化策
略，因時、因地制宜，分級、分類實施。

■新華視點

機械行業：開工率達到93%，員工復崗率達到84%

輕工行業：開工率達到90.6%，員工復崗率達到91.2%

紡織行業：開工率達到97.1%，員工復崗率達到75.9%

汽車行業：開工率達到97%，員工復崗率達到82%

規模以上企業：平均開工率達到98.6%，平均復崗率達到89.9%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習
近
平
：

習近平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不同行業和企業都受到
了一定影響，我們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的組合拳，“會隨

着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予以一些調整，避免中小企業受根本性的
影響，能夠盡快地恢復到好的狀態，而且還可以有新的發展。這次
來調研也是聽聽大家的意見。”他鼓勵大家要迎難而上、克難攻
堅，在黨和政府支持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

習近平叮囑大家，“在防控疫情的情況下，積極地開展復工復
產，既要保證生產任務，還要保證身體健康。”

5000億元支農支小
根據中國工信部30日發佈的數據，今年前兩個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8.3%，企業虧損
面達到36.4%。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受衝擊影響較大。中小
企業在產業鏈中佔據關鍵位置，但抗風險能力普遍較低，在疫情中
受到影響也較大。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出台了包括減稅降費、減免
租金、新增優惠利率貸款等一系列舉措加大力度幫扶中小企業。
會上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持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的專項再貸款已累計向5,000多家企業
發放2,000多億元，5,000億元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已累計
發放了2,000多億元。今年1月至2月，全國清理政府部門和大型國
有企業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181億元。

中小企復工率逾七成
龍頭企業帶動和產業鏈協同等也加快中小企業復工復產。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說，工信部在前期推動51家大型

龍頭企業和7,300餘家核心配套企業復工復產基礎上，
又分兩批梳理了41家龍頭企業、379家核心配套企
業，採取“一事一議”“一企一策”方式解決企業
困難，推動產業鏈協同復產。
目前上述龍頭企業及核心配套企業基本上

都恢復了生產，帶動上下游40餘萬家中小企業
復工復產。富士康近百家核心配套企業都已復
工復產，帶動上下游1萬餘家中小企業復工復
產。
工信部中小企業局局長梁志峰說，截至3

月29日，我國中小企業復工率已達到76.8%，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復工復產率明顯高於總
體水平。下一步，還將強化政策落地、強化服務
幫扶，出台精準舉措加大對中小企業“賦能”。

▲習近平在余村考察，同
村民們親切交談。 新華社

保證生產任務 保證身體健康
囑浙企員工迎難而上克難攻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央視新聞
報道，習近平總書記30日在浙江省安吉縣天
荒坪鎮余村考察，同村民們親切交談，了解該
村多年來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
念、推動綠色發展發生的巨大變化。隨後，習
近平前往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調
研，了解基層矛盾糾紛調解工作情況。
浙江省安吉縣余村，國家4A級景區、全

國文明村、全國美麗宜居示範村。這並不是習
近平第一次來到余村。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余村人靠着挖礦

山、建水泥廠，生活富裕了起來。可是好景不
長，造成了山體大面積破壞，環境污染嚴重。
2003到2005年間，村裡關停了礦山和水泥
廠，開始封山育林、保護環境。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

近平來到余村考察，充分肯定了村裡關停礦
山、水泥廠的做法，並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為余村指明了綠
色發展之路。
從“石頭經濟”到“生態經濟”轉型，

余村依託“竹海”資源優勢，着力發展生態休

閒旅遊，開農家樂、民宿，辦漂流。經過十多
年不懈努力，余村從一個污染村，完美蛻變成
了國家4A級景區。

2019年，全村實現農村經濟總收入2.796
億元（人民幣，下同），農民人均收入49,598
元，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521萬元，是遠近聞
名的全面小康建設示範村。
生態美、產業興、百姓富。十五年前，

余村見證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
誕生。如今，余村正以自身的發展實踐，成為
了生動詮釋這一理念的典型樣本。

■■3030日習近平在浙江省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考察日習近平在浙江省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考察，，同村民們同村民們
親切交談親切交談，，了解該村多年來踐行了解該村多年來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理念理念、、推動綠色發展發生的巨大變化推動綠色發展發生的巨大變化。。 新華社新華社

■■33月月2929日習近平在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日習近平在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
碼頭了解港口復工復產情況碼頭了解港口復工復產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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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问题：爱这东西，在你生命

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

如果让我回答，我可能会说：全部

，如果不是全部，那至少有百分之九十，

我的生命是为了爱和被爱。

这么说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羞愧，

因为成年人的世界里，哪能整天想着情情

爱爱的，如果你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说明你不成熟，你肤浅，你没格局。

就像今天，有人给我的文章评论：

天天就是谈情说爱，庸俗，肤浅！

有那个时间，多看书，多学习来提升自己

比什么都好，人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在

情欲里。

我回他：那些不活在情欲里的，恐

怕都活到游戏里去了吧。

自从来了新的公司上班，我就一直

很困惑，原来写的文章真的是肤浅的东西

吗？我习惯关注的生活琐碎、两性婚姻，

真的是因为我不成熟吗？

毕竟，我老板身边那些大佬们，每

天看的都是什么经济大趋势啊，职场金融

理财啊，脑子里都是大格局、大视野，是

发家致富、逆风翻盘甚至改变世界的大事

。

我呢，整天写的都是，今天谁跟谁

恋爱了，谁和谁分手了，喜欢上做饭了，

养了条狗，搬了次家，认识了几个人……

怎么看都觉得，那么微观的不值得动笔。

可我又总是记着，《爱在黎明破晓

前》里赛琳娜的那句话：我一直感到要成

为一个坚强而独立的女强人，而不让自己

的全部生活围着某个男人转，让自己有很

大的压力，但是爱一个人和被爱对我来说

又是如此的重要。

我觉得不只是现在这个年纪，不只

是单身的时候，哪怕将来我结婚了，四五

十岁了，儿女成群了，我还是会依然关注

着“爱与被爱”这件事。

它不是肤浅的小事，它让我们区别

于其他生物和死物，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

灵性，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五味杂

陈、五颜六色，了解如何爱和被爱，是和

赚钱、生存，甚至比那些都还要更重要的

事，因为人正是由于有情感，才显得高级

起来。

也因为在情感上获得满足，才有幸

福可言。

我愿意做一个坚强而独立的女人，但也

愿意用金山银山去换一个盗不走的爱人。

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爱？

觉得这真是一个世纪难题，在我有

限的人生，有限的恋爱经历，以及有限的

对两性的观察里，我还总结不出。

小哥哥之前发过一篇文章给我，标

题是《有时宁愿你出轨》。

是对《那些当初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的回答

。

作者是来替自己老公答的，她说，

在自己心机满满的勾引下，老公才开始追

她，相恋两年然后结婚，但老公并不爱她

。

“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无论长相

还是性格。他喜欢“有个性的”，会玩的

，泼辣的性格，他喜欢过的女生，都是高

个子，长发，大脸，高颧骨，戴着眼镜，

不漂亮且有些中性化的感觉。而我性格绵

软，身高虽然也有 168，但骨架小，看起

来很小只，平时化淡妆，比较女性化，爱

撒娇，爱卖萌，从小学开始就有小男孩塞

情书，被冠名各种花的头衔，应该还算是

大众眼里比较好看可爱的女生吧。”

明明很好看，可老公眼里的她，是

不漂亮的，明明喜欢研究摄影和做图，喜

欢画画和跳舞，喜欢旅行，养花，写小说

，但在老公眼里就成了没有爱好，没情趣

。

有人说，人是永远无法真正学会爱

的，他的爱仅限于自身认知面内，能不能

够被爱，与你优不优秀、好不好无关，它

取决于，你是不是他认知面内，愿意爱的

人。

刚刚看完，陈道明和巩俐演的《归

来》，觉得特别替陆焉识难过。

如果没有看过原著，大概不能懂得

陆焉识归来的意义，也看不明白，他和冯

婉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爱，电影改编了太

多，所以我想复述一下原著。

这电影是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

犯焉识》。

主角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才

子，年轻时风流倜傥，学富五车，留学美

国，通六国语言，在继母的软硬兼施下娶

了继母的侄女冯婉瑜。

婉瑜也漂亮，也贤惠，虽算不得才

女，但写的一手娟秀小楷，又楚楚可怜招

人疼的样子。

只是，不是他陆焉识愿意爱的人，

因为冯婉瑜对他来说，意味着不自由，他

要去追求那些现代的、热情似火的、销魂

摄魄的姑娘。

把婉瑜扔在家里晾了几十年，后来

陆焉识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

，到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在艰苦而贫瘠

的生活里，他开始反刍自己过往的这一生

，忽然发现，那个被晾了一辈子的冯婉瑜

，居然是他从始至终的挚爱。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

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

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

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

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

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

，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

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然后，整个余生他就只剩下一个愿

望，回家，和婉瑜坦白，在她面前忏悔，

可等到他平反归来，已经七十多岁了，等

了他二十年的婉瑜得了老年痴呆，就算焉

识已经站在她面前也不认识了，她要等的

人叫陆焉识，但不是眼前人。

记得之前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

总觉得你对爱情的认知特别不靠谱，你喜

欢好看的，只要好看什么都愿意忍，你要

会玩儿的，像野马那样的，只有这种和你

共度一生，你才觉得生活有意思。

他当然是不服气的，爱情就是爱情

，有什么靠谱不靠谱啊，我就喜欢这样子

的啊。

后来他恋爱了，女朋友的确漂亮也

很好玩儿，就是对他管的特别多，脆弱、

敏感、作，慢慢的他还是厌了，累了。

颜值这东西虽然真的很能打，但如

果两个人找不到舒服的相处方式，恐怕也

就能撑一集。

人好像总是难以逃脱红玫瑰与白玫

瑰的魔咒。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

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玫瑰还是

‘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玫瑰就

是衣服上的一粒饭渣子，红的还是心口上

的一颗朱砂痣”。

我特别喜欢杨澜说过的一句话：爱

情有时候也是一种义气，不光是说这个人

得了重病，或者他破产了你仍然跟他在一

起。还有另一种是，当他精神上很困惑、

很痛苦，甚至在你身上发脾气的时候，你

依然知道他是爱你的。我经历过很多困惑

，但我丈夫吴征就属于特别讲义气的那种

，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要跟你一块儿走。

这种力量是蛮强大的。当你走过那段时，

回过头你会特别感谢那个人。

以前我定义的爱情，就是两个人在

一起开心，后来发现，真正深沉的爱，更

像是一种并肩作战，把对方生命中沉重的

晦涩的部分，也接过来，跟他一起承担。

豆瓣里看过一段话：我每次被男生

表白说“喜欢你的文字，你的乐观，你的

好奇心，你的千山独行的勇气，连带着喜

欢你本人”时，都会下意识想逃。一方面

是称赞太高很像圣母太过神化，另一方面

也是为彼此考虑，我怕你在那端滔滔不绝

夸我逻辑缜密幽默风趣，我只想跟你撒娇

说划破了手好疼。

如果你觉得自己爱了一个人，千万

别说爱他的好，而是要在他的头衔、地位

、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

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所以疼了他。

小哥哥问我，是不是日久生情比较靠谱

，我说，我觉得最靠谱的还是一见钟情。

只是对一见钟情的定义，不再像以

前那么死了，必须一眼万年，非他不嫁，

而是一眼看过去有好感，愿意给彼此机会

去尝试。

不过，初次遇见的光环总会在相处

中慢慢褪去，你会发现有的人好像心底有

一个泉源，他对你的吸引，永远都发掘不

完，然后，一见钟情就变成了爱久弥坚。

但也有的人，接触下来发现，原来

腹内草莽，很快就见了底，开始的一见钟

情，就变成了，他算哪块小饼干。

人家说，真爱从来都不是要找到对

的人，只是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

“原来你也在这里”。

出现的早一秒或晚一秒可能都爱不

上，而爱情又是有生命的，你不知道哪一

刻它就自然消亡了。

新世相发了篇文章《留给你分手的时

间不多了》而我想说，留给你们相爱的时

间不多了，芳草枯杨，青春易过，你当时

不努力爱的，以后想爱或许都没机会了。

爱情或许总是不完美，喜欢漂亮的

，后来发现她却肤浅，喜欢有个性的，后

来发现她不爱你。

相爱有时或许不仅是机缘，还是取

舍，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不管选了哪

一个，都认真、坚定、义无反顾的，好好

爱下去，这才是对自己的人生，最好的交

代。

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美國軍方周一宣布，第一名
美國服役軍人死於新型冠狀病
毒。

國防部的一份聲明說，來
自新澤西的一名陸軍國民警衛
隊員於週六去世。國民警衛隊
局長約瑟夫·倫吉爾將軍確定該
部隊成員為陸軍上尉道格拉斯·
林· 希 科 克 （Douglas Linn
Hickok）。

倫吉爾在推特上說：“我
們的思念是與他的家人和朋友
在一起的。我們所有人都有可
能在接下來的幾周里認識直接
受到這種病毒影響的人。”
“隨著我們國家在最近的記憶
中與最大的挑戰作鬥爭，我們
都將需要利用我們的內在力量
和韌性來贏得這場戰爭並安慰
那些痛苦中的人們。對我們偉
大的國家來說，我們必須每天

竭盡全力盡快克服這一挑戰。
”

希科克自3月21日起住院
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在聲

明中說：“今天，對於國防部
來說，是令人難過的一天，因
為我們失去了我們的第一位美
國現役軍人，他被冠狀病毒奪
走了生命。 ”

“這對我們的軍隊是一個
巨大的損失，我們向他的家人
，朋友，同事和整個國民警衛
隊表示哀悼。這一損失的消息
加強了我們與機構間合作夥伴
更加緊密合作的決心，阻止
COVID -19的傳播。”

希科克之死的消息發布之
際，美軍內部冠狀病毒病例不
斷增加，截至週一上午已超過
600 例。據國防部稱，其中有
26例需要住院治療。 34名現役
軍人已康復。

一名美國軍人的家屬和國
防承包商因該病毒而死亡。星
期一涉及國防部的病例總數超
過了1000例。

激增的病例是該病毒已成
為國家安全挑戰的最新跡象。

幾名國防官員稱，除了在
武裝部隊中蔓延之外，全球各
地的高級美國指揮官此前曾表
示擔心，隨著盟國關閉邊界和
旅行，軍事準備有可能開始惡
化。

國防部周一仍在新聞稿中
強調，它“已採取了重大的緩
解措施，以保護現役軍人、文
職人員、承包商及其家人免受
冠狀病毒的侵害。”“其中包
括強制要求與社會隔離，終止
某些工作和培訓活動，並為我
們的社區成員提供測試和照顧
。”

首位美國現役軍人死于冠狀病毒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有多
少人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後死亡？根
據周一發布的一項研究，比以前計算
的要少，但比死於流感的人數要高。

這項發表在醫學雜誌《柳葉刀傳
染病》上的研究估計，感染這種病毒
的人中約有0.66％會死亡。通迅作者
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學家和數
學生物學教授尼爾·莫里斯·弗格森

（Neil Morris Ferguson）。
考慮到了往往未被診斷的可能較

輕的病例，冠狀病毒的死亡率低於先
前的估計，但仍遠高於被流感死亡率
的0.1％。

如果不考慮未發現的感染，《柳
葉刀》研究發現冠狀病毒死亡率為
1.38％，這與先前的報導更為一致。

例如，三月初，美國國家過敏和
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
（Anthony Fauci）博士說：“如果
您只做數學運算，則數學運算約
為2％。”
但他強調，這一數字可能會下降

，他說：“作為一個整體，它將
完全取決於無症狀病例的因素。
”
這是因為死亡率通常僅考慮報告

的冠狀病毒病例，這種病例往往
更為嚴重，因此引起了醫護人員
的注意。無症狀病例-或輕度病

例-可能不總是算在內。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試圖估

計真正的“感染死亡率”。換句話說
，在每個被感染的人中-不僅是那些
病情足以接受檢查的人，還會有多少
人死亡？

為了找出答案，研究人員研究了
從中國武漢乘飛機返回家鄉的人中感
染的廣泛性。

根據這項研究，這些人接受了
PCR測試-一種測試，即使他們沒有
出現症狀，也能夠確定其中有多少旅
行者正在散發病毒。

研究人員將有關“感染率”的數
據與報告病例和死亡的公共信息結合
在一起，估計總體死亡率約為 1％的
三分之二（0.66%）。

不過，這個數字在老年人中有所
上升，估計8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約有
7.8％在感染後死亡。據估計，9歲以
下兒童的死亡極為罕見，死亡率僅為

0.00161％。
該研究表明，對於年齡小於40歲

的年齡組，死亡率從未高於0.16％。
那麼，在 1,000 名被感染的年輕人中
，大約有1-2人可能死亡，而最年輕
的人面臨的風險最低。

“可能有一些少見的病例引起了
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是我們的分析非
常清楚地表明，在50歲以上的人群中
，住院的可能性要比在50歲以下的人
群高得多，而且更大比例的病例可能
是致命的，倫敦帝國大學的教授，該
研究的作者阿茲拉·加尼（Azra Ghani
）在一份聲明中說。

研究人員還查看了其他數據，包
括在中國大陸內外成千上萬的病例，
以及被冠狀病毒襲擊的遊輪“鑽石公
主”號上的3,711人。

該研究發現，人們從冠狀病毒中
恢復可能需要數週時間，這可能會放
大潛在的醫療保健短缺：人們康復所

需的時間越長，他們可能需要的寶貴
醫院空間和資源就越長。

研究人員發現，從症狀發作到出
院的平均時間約為25天，儘管患者可
能在疾病初期就沒有住院。在那些死
於該病毒的人中，死亡始於人們開始
出現症狀後約18天。

邁 阿 密 大 學 數 學 教 授 阮 仕 貴
（Shigui Ruan) 在研究中附帶的一篇
文章中強調，“在流行期間實時估計
冠狀病毒死亡率非常具有挑戰性”。

他說，但是了解有多少人死於病
毒是重要的數據，可以幫助指導政府
和公共衛生當局的應對措施。

沒有參與這項研究的阮還指出，
年輕人的冠狀病毒死亡率很低。但是
他強調說：“很明顯，任何關於CO-
VID-19 的暗示都像流感一樣都是錯
誤的。”

冠狀病毒的致命性（0.66%)要遠
遠超過季節性流感(0.1%)。

研究稱冠狀病毒死亡率(0.66%)低於先前報導，但致命性遠超季節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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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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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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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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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20 -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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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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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2020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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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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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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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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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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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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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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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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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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1 疫情:更新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1054人
截至到周二上午 11

點,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
染人數增至1054人, 11人
死亡,79人治愈.

面對死亡人數增加,
川普昨天發布延長 30 天
時間, 呼籲民眾接續保持
社交隔離, .哈瑞斯縣縣長
Lina Hidalgo 週二公佈將
延長休斯頓地區的居家
令和安全工作令，上週
開始的這項規定計劃週
五到期，預計將接續延
長 30。食品超市，醫療
系統以及警方和消防部
門等將繼續保持正常運
行。

週二，位於糖城的
Smart Financail Center 將
對公眾免費進行病毒測
試，有相關症狀的居民
或是疑似接觸了感染者
的居民都可以進行測試
。地點：18111 Lexing-
ton Blvd.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3/23-3/27）：

美國股市上週實現了11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周
，並在過去一個月唯一一次連續數天上漲。
美聯儲宣布不限額資產購買計劃， 以支持資
金和信貸的流動性，幫助雇主、消費者和企
業渡過難關。國會和白宮達成史無前例的2
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以緩解新冠病毒對
經濟造成的打擊。全球新增病毒感染案例必
須出現拐點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市場對未來幾
個月GDP下跌和企業盈利下降的擔憂，但政
策上的有力支持可以幫助盡量避免此次公共
健康危機引發的熊市進一步延續，從而造成
長久大範圍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截止上
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1637點（週漲
幅12.8%，年跌幅24.2%），標普500指數收
盤 2541 點（週漲幅 10.3%，年跌幅 21.3%）
， 納斯達克收盤7502點（週漲幅9.1 %，年
跌幅16.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周美股市場5天中有3天在增長， 尤
其在周二增幅高達9.4%， 這是標普500歷史
上日增幅第9高的一天。川普總統上週五簽
署了國會通過的2萬億美元救市方案，此方
案包括全民發錢，增加失業補助，企業低息
貸款和稅務優惠。此次救市方案總金額佔
GDP的10%，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政府救市
金額的兩倍，可見此次政府宏觀調控經濟以
應對病毒影響的決心。接下來的實施階段很
重要，各類補助和貸款如果能夠直接快速的
發放，將有效幫助每個家庭和企業度過當前

難關，增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心。
隨著全國社交隔離和部分城市封城令的

頒布，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對病毒開始重視
，採取積極配合主動預防的措施。這一態度
的轉變使得大家對病毒得到有效控制的信心
增強。雖然短期內新增案例和死亡人數仍不
斷增加，上週四的新增失業人口數據超過了
3百萬人，但上週市場整體上漲，說明廣大
投資者對市場負面信息的恐慌程度下降，對
消除這一全球瘟疫以及政府救市計劃的信心
逐漸增強。上周美國各州的病毒測試能力有
所提高，醫療設備短缺的情況有所好轉，臨
時醫院也有效部署以用來接收病人避免醫療
擠兌。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
工廠，目前已從病毒陰影中走出，逐漸恢復
正常生產生活，這也為投資者帶來了希望。

雖然市場整體比起兩週前恐慌已經降低
，但接下來幾週出現過山車般的震盪還是高
概率事件。以上次熊市為例，2008年11月到
2009 年 1 月期間，標普 500 漲幅 24%，但市
場震盪仍持續了2個月才過渡到穩步上漲的
牛市。對於目前想參與股市投資，以較優惠
的價格買入優質股票的投資者，建議制定一
個適合自己的定存計劃，每週、每月、或按
一定標準（如關注的股票價格達到某一數值
時）分散到不同日期買入，可以有效分散風
險。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
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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