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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處理不良紀錄專精處理不良紀錄
恢復信用分數恢復信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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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醫護手牽手致意受疫情影響民眾意大利醫護手牽手致意受疫情影響民眾俄俄““聯盟聯盟MS-MS-1616””飛船飛船
與國際空間站順利對接與國際空間站順利對接

在經過約在經過約66小時飛行後小時飛行後，，俄羅斯俄羅斯““聯盟聯盟MS-MS-1616””飛船飛船99日與國際空日與國際空
間站順利對接間站順利對接，，將來自俄羅斯和美國的將來自俄羅斯和美國的33名宇航員送入空間站名宇航員送入空間站。。

有愛有愛！“！“封城封城””中意大利民眾吊籃捐贈食物中意大利民眾吊籃捐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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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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存款降不降息？
央行最新表態來了，說了這四點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

弘在當天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總體看

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市場利

率下降，金融市場保持穩定，貨幣信貸

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存款利率降不降？央行談了四點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

峰在當天的發布會上，回應了存款基準

利率的問題。他談了四點：

第壹，存款基準利率是中國利率體

系的“壓艙石”，對於維護存款市場正

常秩序，防止非理性競爭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要長期保留。

第二，存款基準利率自2015年10月

以來沒有調整，但並不意味著銀行實際

執行的存款利率就沒有變化。

孫國峰說，實際上中國存款利率的

上下限已經放開了，銀行可以自主浮動

，從銀行實際掛牌利率來看，各個期限

的存款利率也沒有“壹浮到頂”，特別

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定期存款利率大多

在存款基準利率的1.3倍左右，活期存款

利率則較基準利率有所下浮。

“我們近期也觀察到已經有部分銀

行存款實際執行利率下降了，反映了市

場機制正在發揮作用。我們還是要相信

市場。”

第三，隨著央行有序引導市場整體

利率下行，壹些市場化定價的各類存款

產品利率明顯降低。

孫國峰說，目前，壹些代表性的

貨幣市場基金，比如余額寶、微信理

財通的收益率已經下降到 2%以內，

已經低於銀行壹年期存款利率，市場

利率與存款利率正在實現“兩軌合壹

軌”。

第四，隨著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改革的深入推進，貸款市場利率

的市場化水平明顯提高，已經和市場

接軌。貸款利率的下行，也有利於穩

定存款利率。

貨幣傳導效率明顯提升
孫國峰表示，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

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國貨幣政策傳

導效率在最近得到明顯提升，傳導效率

比較高。

他說，2018年至今中國10次降準，

平均準備金率從2018年初的14.9%降至

目前的9.4%。

壹季度央行釋放長期流動性2萬億

元，新增人民幣貸款7.1萬億元。每1元

流動性投放支持了3.5元的貸款增長。

3月末M2增速10.1%
3 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

208.0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1%，

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3個和

1.5個百分點。

壹季度中國凈投放現金5833億元。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

弘表示，M2增速上升比較多，總體上有

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

政策引導下，商業銀行信貸投放比較多

，推動了M2增速回升，全社會流動性

持續保持在合理充裕狀態。

壹季度非金融企業的存款增加1.86

萬億元，同比多1.53萬億元，企業存款

增加比較多，為復工復產順利推進儲備

了良好的資金狀況。

初步統計，3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

量為262.24萬億元，同比增長11.5%，這

在最近兩年中處於高位，比上年末和上

年同期分別高0.8和0.3個百分點。其中

，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為

158.82萬億元，同比增長12.7%。

壹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7.1萬億元，

同比多增1.29萬億元。分部門看，住戶

部門貸款增加1.21萬億元，其中，短期

貸款減少509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1.26

萬億元。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疫情或下拉全球經濟7個百分點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為世界經濟前景蒙上

壹層陰霾。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日前在

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出，這場世紀罕見的大流

行病正將全球經濟拖入危機深淵，疫情或“下拉”

全球經濟7個百分點。

全球或面臨近90年來最大經濟危機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10日上午8時，全球新冠肺

炎累計確診病例近160萬；累計死亡逾9.5萬例。疫

情蔓延的同時，消費驟降、企業停產裁員、貧困加

劇、供應鏈危機等各種問題開始湧現。

花旗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凱瑟琳· 曼恩近日

指出，疫情能否得到有效遏制，對今明兩年的經濟

表現非常關鍵，預計全球GDP總值在此期間將損失

約5萬億美元。

陸挺則認為，由於新冠疫情的傳播及相應疫苗

研發的不確定性非常高，疫情即使在短期內得到控

制，冬季也可能卷土重來，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或

將導致企業和居民大幅減少其投資和消費行為，全

球貿易迅猛下滑，造成全球性負反饋效應，從而可

能在較長時間內重創全球經濟增長。

今年全年，野村證券預計美國、歐元區和日本

的實際GDP分別萎縮9%、8%和5%。這壹萎縮幅度

遠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嚴重。歐洲最主要的幾

個國家諸如英法德意等國的GDP跌幅或相似。亞洲

方面，日韓也幾乎確認在今年上半年進入衰退，其

他新興市場國家也不同程度被疫情波及。

陸挺認為，這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全球最

大的經濟危機，對實體經濟的破壞程度超過2008

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他預計，今年全球經

濟萎縮4%，由於去年全球經濟增長3.4%，新冠肺

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或達7個百分點。

外需惡化或“二次沖擊”中國經濟
陸挺認為，目前中國疫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

但由於海外疫情輸入等影響，疫情未來發展還有較

大的不確定性。

其壹，出口驟降，影響消費、投資和就業。

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快速進入衰退，未來兩

個季度中國出口訂單或將大跌，幅度可能超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時。除對GDP形成直接拖累外，

出口萎縮還可能拖累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

其二，影響金融穩定。

陸挺認為，全球金融系統遭受的沖擊才剛剛開

始。過去幾周，全球美元流動性高度緊張，中國境

外中資美元債市場可能遭遇較大沖擊。

其三，疫情可能會加劇逆全球化，這或意味著

未來壹段時間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下滑。

建議加碼紓困政策
在此形勢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可能面臨改

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挑戰。除加碼紓困政策，加大基

建投資力度外，陸挺建議適度調整房地產政策。

陸挺認為，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則下，用

市場化的手段和供給側改革的思路來防止大中城市

房價過快上升。

他建議，將城市土地供應與就業、戶籍等人口

數量掛鉤，掛鉤的公式可適當向大城市傾斜。同時

，通過宅基地改革釋放低效土地並增加農民工財產

性收入。對外來民工和新畢業大學生等給予降低首

付比例和房貸利率折扣的優惠政策。政府在按揭貸

款方面可保持較緊的政策，從而防止房地產泡沫，

防止信貸資源過度流向房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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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財經回顧 （4/6-4/9）：上周美股一
路走高，創造了45年來最高單週漲幅。意大利
和西班牙新增感染案例有所下降，紐約州重症
住院人數也在降低，這個消息給受疫情困擾的
歐美民眾帶來了新的希望。上週五聯邦政府又
宣布了額外的救市計劃，投入更多資金刺激經
濟並保障市場流動性。在不確定性充斥的市場
大環境下，對抗病毒過程中取得的部分進展和
經濟政策層面的利好消息，增強了投資者對未
來的信心，從而導致市場上漲。截止上週五，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3053點（週漲幅12.7%，
年跌幅16.9%），標普500指數收盤2790點（週
漲幅 12.1%，年跌幅 13.6%）， 納斯達克收盤
8154點（週漲幅10.6 %，年跌幅9.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上周美股增長勢頭
強勁，鼓舞人心。但由於疫情未到真正拐點，
經濟重啟沒有明確時間表，預計近期市場震盪
仍是大概率事件，上週的大幅增長不代表未來
幾週不會有大幅下跌。上週疫情重災區（如意
大利和美國紐約）的新增案例和住院人數均有
所降低，這一抗擊疫情的好消息是導致股市大
漲的最直接因素。雖然離疫情結束生活生產恢
復正常仍很遙遠， 但這一進展畢竟給人們帶來
了希望，說明社交隔離的方法有效減緩了病毒
擴散， 增強了廣大投資者對未來經濟能夠重啟

的樂觀預期。隨著今年第一季度的結束，企業
盈利數據將在近期陸續出台。 2020年初時，企
業盈利情況普遍看好，但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
導致各企業紛紛調整一季度預期， 預計二季度
的收入及利潤都將大幅下滑。如經濟有望在二
季度重啟，下半年的反彈性增長也許能夠彌補
上半年的部分損失。

目前市場比3月底的今年最低點已上漲20%
， 但比2月中的今年最高點還是有20%的跌幅
。對於手頭有閒置資金，注重長期增長的投資
者來說，目前很多優質大公司的股票仍處於打
折出售的狀態。如一些生產食品日用品等剛需
產品的公司，無論牛市熊市民眾都有消費需求
，屬於穩健增長型股票，風險性相對偏低，適
合長期持有。另外如一些提供適合“社交隔離
生活方式”產品及服務的科技公司（如在線購
物、視頻會議等），或一些受到疫情嚴重打擊
但未來仍有廣泛需求的股票（如石油、航空等
），可以考慮逢低買入，等價格回升後賣出獲
利了結。總之，在目前不確定性巨大的市場環
境下，挑戰與機會並存，不要對市場過度悲觀
，但建議有計劃逐步低點投資，而不是一次性
抄底的策略。

撰 稿 人 ：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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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 止 到
周 二 上 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5621人, 95人死亡, 1037人
痊愈

德州感染人數 13906人，287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588，465， 23711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消息：福遍縣今天推出一個新的網

站，可以清晰的查看不同郵編所在地區的病毒感染病例
狀況，更好的讓居民做好預防。網址是 : https://cov-
id-19-fort-bend-county-response-fbcgis.hub.arcgis.com/

沃爾瑪超市今日宣布早上7點至8點這個時間段專
門為60歲以上老人，一線工作人員，殘障人士，以及
易受病毒感染的人群提供網上訂貨，不下車取貨的服務
。

哈瑞斯郡警方今天下午為居住在Acres Homes的居
民發放免費的口罩和手套，地點位于 Galilee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 at 6616 為了更快更多測試病毒結果，休

斯頓已經在市區多個地點為市民提供免費的病毒測試，
同時，目前繼續擴大兩個地點為無症狀居民提供檢測，
需要提前電話注冊，電話： 832-393-4220.

檢測之前建議完成一個包括中文在內的自我評估表
格，來決定是否參加檢測和選擇什麽地點，網址：https:
//checkforcorona.com/harris-county#/welcome

以下是休斯頓的一些檢測地點，這些檢測點去檢測
之前，需電話進行提前預約。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Monday - Friday from 9 a.m. to 4 p.m.

UMMC Hospital, 510 W. Tidwell Rd
Forest Brook Middle School, 7525 Tidwell Rd
1960 Physicians Associates, 837 Cypress Creek Pkwy
Sugarland Smart Financial Center, 18111 Lexington Blvd
Cullen Middle School, 6900 Scott St

疫情報告: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56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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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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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倪夢璟及中新社、聯

合早報報道，13日發佈的《上海市促進在線新經

濟發展行動方案（2020-2022年）》中提到，要

聚焦無人工廠、生鮮電商零售、“無接觸”配送等

12個發展重點。上海市經信委主任吳金城表示，

到2022年，將上海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國內

領先的在線新經濟發展高地。同時，上海還將建設

100家以上的無人工廠、無人生產線、無人車間

等。經信委總工程師劉平透露說，前期，上海相關

部門聯合專家學者、行業協會和重點企業對在疫情

中得到爆發式增長、並有望持續發力的行業進行了

分析研判，同時對比2003年SARS後經濟復甦情

況，提出了這12大領域。

滬催谷在線經濟 建百家無人工廠
聚焦生鮮電商零售“無接觸”配送等3類12領域

劉平介紹說，“‘無中生有’‘有中啟轉’‘轉
中做大’3類12個領域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但又

各有特色。”

“無接觸”需求催生新模式
“無中生有”是因疫情倒逼而催生出來的新業態

新模式，體現“新”，包括遠程辦公、“無接觸”配
送等。這些領域疫情發生前規模很小，或者說是基本
沒有，但疫情以來順應廣大市民對“無接觸”生產生
活的需求，催生了一批新的企業和新的模式。例如，
華平信息推出雲視訊平台，共為近1,000家政企單位
提供雲視訊服務，每天保障近100場會議；叮咚買
菜、餓了麼、達達紛紛推出“無接觸”配送服務，訂
單量倍增；美團點評、富友等公司推出智能儲物櫃、
保溫外賣櫃，滿足社區、辦公樓的多樣化需求。

因疫情線上需求激增
“有中啟轉”是將線下成熟的業態模式轉移到線

上線下相互融合，體現“轉”，包括在線展覽展示、
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

第三類“轉中做大”則是已有模式在疫情期間得到

發展壯大，體現“大”，包括無人工廠、工業互聯網、在
線文娛、生鮮電商零售等。這些模式疫情前已經大量存在，
但因疫情產生的線上需求激增。以生鮮電商為例，在疫情
嚴重的2月份，上海主要生鮮電商平台每天訂單有50萬單，
銷售豬肉約150噸、蔬菜約500噸。越來越多的市民使用
智能手機線上買菜，訂單客單價由原來的40元（人民幣，
下同）增加到100元以上，有的電商平台活躍用戶數量同
比增長了127.5%，線上訂單的比重也大幅增加。

將通過技術帶動產業發展
劉平認為，這三類領域12個重點代表未來發展方

向，但又各有特色，下一步將聯合相關部門分類推
進、因勢利導，通過軟件化、平台化、智能化等技術
鎖定場景應用，通過應用場景帶動產業發展，通過產
業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固化應用場景，並在更多行業
複製推廣。
同時，將積極探索有利於在線新經濟創新發展的

“沙盒”監管措施，市區聯手，精準、連續、滾動支
持一批擁有核心技術、用戶流量、商業模式的在線新
經濟領域創新型頭部企業和領軍企業，打造在線新經
濟發展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過
去一個月我們的平均客單價從疫情前的85元（人
民幣，下同）至90元提到了120元，峰值甚至達
到150元，而每一單裡面的商品的貨件量基本上增
加了30%至50%，這說明用戶在買更多商品時還
會再附加一些增量品類，慢慢變成一站式購物，
這樣會讓用戶未來更多地沉澱在這個平台。” 每
日優鮮合夥人兼CFO 王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這樣表示。
據每日優鮮數據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

的一個月內，每日優鮮累計售出了2億件商品，累
計售出蔬菜30,735噸，交易額則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長超過300%。且網購生鮮不再只是年輕人的專屬
行為，據平台數據，40 歲以上的用戶增加了
237%，其中九成都是在兒女的幫助下學會的手機
買菜。
王珺直言，從業態看來線上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

免，更會倒逼線下的連鎖零售商也開始投入線上化。

“手機買菜”生意增300%

■生鮮產品在市民中尤受歡迎。圖為上海一商超內不少顧客挑選了生鮮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記者13日從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獲
悉，針對鮑某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
檢、公安部已派出聯合督導組赴山
東，對該案辦理工作進行督導。
近期有媒體報道稱“上市公司

高管被指性侵養女四年”，引起廣
泛關注。山東煙台市公安局芝罘分
局官方微博9日晚通報稱，2019年
4月8日，一女子到該局報案稱，
其三年多來被“養父”鮑某某多次
性侵，該局於次日立案，並商請檢
察機關提前介入。經偵查，綜合各
種證據，認為鮑某某不構成犯罪，
遂於2019年4月26日決定撤銷此
案，並通知了當事人。
通報還稱，後根據當事人及其

律師提供的一些新的線索，煙台市
公安局芝罘分局於2019年10月9
日決定再次立案，並在本地及其他
涉案地做了大量調查取證工作。目
前偵查工作仍在進行中。該局將嚴
格依法辦案，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
權益。
煙台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眾號

11日通報稱，關於一女子控告鮑某
某性侵一案，煙台市公安局已組成
工作專班，並商請煙台市人民檢察
院派員參加，對前期芝罘公安分局
偵辦的案件事實及公眾關注的相關
問題正在進行全面調查。調查結果
將及時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專家籲進一步立法保護未成年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接受新

京報採訪時指出，我國刑法對14
歲至18歲未成年人的性同意能力
是否受限語焉不詳，現有司法意見
威懾力有限，應推動相關立法保護
未成年女性。
劉凝介紹，女孩雖滿14歲，但

仍是青少年，心態很不穩定。因此，
要找出證據證明她在性關係中是否受
到了脅迫、威脅。根據目前公開的報
道，女孩的心態和報案供述都不穩
定。“把事情查清楚，證據一定要做
扎實，這對於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的
保護有很大的意義。”
法學界也有聲音，呼籲立法進

一步保護未成年人。劉凝認為，目
前鮑某某的案子只能按照現有立法
進行偵查，但立法的進一步完善可
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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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黑龍江輸入病例持續增加，引發關注。截至

12日，黑龍江省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246

例，現有確診257例，已超過武漢現有病例

243例。中國國家衛健委疾控局監察專員王斌13日在京表示，

近期新增的境外輸入確診病例中，70%以上是入境後在集中

隔離醫學觀察期間發病。

輸入病例七成集中隔離現形
境外輸入單日新高 黑龍江現存確診超武漢

中國疫苗啟II期臨床試驗最年長受試者84歲

12日，中國內地本土新增確診病例10例，為3月11日以來單日最高，多數屬聚集性病例。
新增境外輸入病例98例，為疫情發生以來單日最
高，現有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已達867例。

醫療隊攜物資設備待命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邊防檢查管理司司長劉海

濤13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目
前，中國與鄰國接壤的國家當中，多數已經報告了
有確診病例。疫情還處在上升階段，防控疫情自毗
鄰國家輸入的壓力還在持續加大。13日召開的中央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要求組織中國
醫療防控專家工作組到邊境一線，支援和指導疫情
防控、方艙醫院建設、集中隔離點和定點醫療機構
設置及患者救治工作，調集檢測試劑和設施、診療
救治設備等，增強邊境地區、口岸城市防控和救治
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黑龍江綏芬河口岸出現較
多的境外輸入病例，引發廣泛關注。截至12日，黑

龍江省現有確診病
例數已達257例，
超過湖北省現有確
診病例數（244例）。“中國東北方向以綏芬河口
岸為代表的陸路口岸境外疫情輸入形勢還是非常嚴
峻。”王斌說。

俄抵滬航班確診增至60例
從12日各地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境外輸入的

98例病例中，絕大部分來自俄羅斯。其中，49例由
黑龍江報告， 35例由內蒙古報告。上海報告的11
例境外輸入，也有9例來自俄羅斯。

據黑龍江衛健委13日通報，12日，全省新
增境外輸入疑似病例4例（均從俄羅斯輸入），
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49例（境外輸入無症狀
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27例），均為中國籍，從
俄羅斯輸入。

此外在上海，10日俄航SU208航班在檢出51
人核酸結果陽性後，第二輪核酸檢測又有9人核

酸檢測結果為陽性。至此，該航班輸入確診病例
總數達60例。俄航SU208航班所有確診病例均已
及時送至定點醫療機構進行集中隔離治療；同機
其他旅客已全部落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發佈會上，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金海表
示，海關已及時調整防控策略，在航空、水運、陸
運口岸採取更加嚴格的衛生檢疫措施，將核酸採樣
檢測的範圍全面覆蓋到所有入境旅客，最大限度篩

查出新冠病毒感染者。

邊境出入境人數降近九成
中國目前已最大限度減少非必要的人員跨境流

動，包括禁止第三國人員從邊境口岸的出入境、嚴
格控制簽發各類邊境地區的出入境證件，限制旅
遊、探親訪友等非必要的出入境活動。雙方邊民出
境的人數較以往大幅下降，已下降了近九成。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廣州加大對重點
國家和航班的排查，連續兩日發
現20名以上無症狀感染者。13
日，廣州市衛健委發佈消息稱，
12日零時至24時，廣州新增29
例無症狀感染者，其中，23例為
非洲國家籍。而此前一天，廣州
已新增無症狀感染者20例。

據廣州市衛健委消息，12日
當天，廣州新增的29例無症狀感
染者，除了 4例在口岸排查發
現，其餘25例在輸入病例密切接
觸者排查和高風險國家在穗人員
大排查中發現。這25人當中，1
人為中國籍、1人為美國籍、23
人為非洲國家籍。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人員中有7人曾光顧建
設六馬路綠松石小酒館、11人曾
前往通通商貿城等近期有較多病
例報告的場所，另外7人為非洲
國家籍輸入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經了解到，上述場所此前已報告
多名確診患者。

持綠碼湖北客抵穗確診
另外，12日廣州新增3例確診病例

中，其中1人為8日湖北解封當天來到廣州
的武漢旅客。該旅客8日凌晨持綠碼從武漢
自駕車出發，於當天深夜抵達廣州海珠區
住處，自訴返回途中均有佩戴口罩，無接
觸他人。當晚被海珠區社區“三人組”排
查發現，次日送至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採
樣檢測。10日，醫院反饋檢測結果為新冠
病毒核酸陽性，並立即對患者進行隔離留
院觀察。疾控部門覆核結果亦為陽性，即
由救護車從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轉運至廣
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隔離治療。醫院再次對
其作進一步檢查，結合專家會診，診斷為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13日在北京表示，在當前國際社會亟
需團結抗疫的形勢下，美方妄言聳聽，挑撥是
非，既不道德，更不負責任。我們奉勸美方還是
把精力放在本國疫情防控上，企圖借機挑撥中非
友好關係不可能得逞。

斥美妄言聳聽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11日稱，廣東等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過程中出現了針對非洲人的歧視性做法。中國
對非洲的排外情緒令人遺憾卻不令人意外。只要
看看中國在非洲參與的項目，都會看到這種虐
待、操縱行為。中國對非洲的承諾從未兌現過。
中國在疫情期間如此對待他們尤其是學生，這清
楚地反映出中國與非洲所謂“夥伴關係”的實
質。中方對美方言論有何回應？

趙立堅稱，中方注意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
表態。在當前國際社會亟需團結抗疫的形勢下，
美方妄言聳聽，挑撥是非，既不道德，更不負責
任。我們奉勸美方還是把精力放在本國疫情防控
上，企圖借機挑撥中非友好關係不可能得逞。

趙立堅指出，中國政府在疫情防控過程中，高
度重視保障外國在華人員的生命健康安全，對所有外
國在華人員一視同仁，反對任何針對特定人群的差異
性做法。中國和非洲一直是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
在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非洲國家和人民給
予我們有力聲援和支持。在非洲疫情日趨嚴峻的形勢
下，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積極行動，緊急馳援非洲，
得到非洲國家和人民高度評價。中國對非友好的政策
沒有任何改變，非洲國家和人民對華友好的感情也不
會有任何動搖。

“我們不會對非洲兄弟搞歧視。”趙立堅說，
事實上，前期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非洲在湖北和

武漢的3,000多名留學生除1人感染並被很快治癒
外，其他人都安然無恙。針對近期非方反映的非洲
國家在粵公民的關切，廣東方面已經進行梳理排
查，並採取了一系列新的舉措。相信經過中非雙方
共同努力，事情將得到妥善解決。

中國外交部：美借疫挑撥中非關係不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日報客戶端、經濟日
報及記者任芳頡、張聰報道，由軍事科學院陳薇院
士團隊牽頭研發的創新性重組疫苗產品重組新冠病

毒（腺病毒載體）疫苗12日正式在武漢開始受試者
接種試驗。約有500名志願者接種了疫苗，其中還
有一位84歲老人參加新冠疫苗II期臨床試驗，和首
批志願者實行集中隔離觀察不同的是，志願者接種
完疫苗後可自行回家留觀。研究組在此期間會派專
人進行隨訪並指導完成安全性觀察和記錄。

500志願者接種 可回家留觀
疫苗的I期人體臨床試驗注重安全性，而II期

人體臨床試驗則注重有效性。與I期試驗不同，II
期臨床試驗規模更大，多達500人，且引入了安慰
劑對照組。在II期人體臨床試驗中，志願者無需接
受14天的集中觀察，只需自行完成安全性觀察即
可。在此期間，研究組會派專人對志願者進行隨

訪，指導其完成安全性觀察和記錄。
當前全球抗疫形勢極其嚴峻，疫苗作為用於

健康人的特殊產品，對疫情防控至關重要。隨着
陳薇院士團隊的重組新冠病毒疫苗進入II期人體臨
床試驗，這也意味着疫苗II期人體臨床試驗情況將
影響全球抗疫的未來形勢。

另有一疫苗獲准進入臨床試驗
另據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13日對外宣

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已於4月13日批准旗下
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研製的新型冠狀
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進入臨床研究。科興公司
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公司將按照國家藥監局的
要求，嚴格遵守GCP及相關法規實施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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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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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上發佈會上，，海關方面表示在航空海關方面表示在航空、、水運水運、、陸運口岸採取更加嚴格的衛陸運口岸採取更加嚴格的衛
生檢疫措施生檢疫措施。。圖為新疆陸路口岸工作人員檢查入境人員的證件圖為新疆陸路口岸工作人員檢查入境人員的證件。。 新華社新華社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1212日在武漢開始受試者接種日在武漢開始受試者接種
試驗試驗，，約有約有500500名志願者參與名志願者參與。。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外交部表示外交部表示，，中國和非洲一直是好朋友中國和非洲一直是好朋友、、
好夥伴好夥伴、、好兄弟好兄弟。。圖為中國援非抗疫物資運圖為中國援非抗疫物資運
抵加納抵加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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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还诞生了曾根中生所导演的

电影版《牡丹灯笼》……瞿佑的小说真

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以至于今

天还有日本读者想到宁波来找寻真正的

湖心寺呢！ 月冈芳年在图中所描绘的

，正是婢女阿米引着主人阿露前行的景

况。

她们二人的身躯都呈透明状，下半

身似有若无，阿露面色惨白，阿米更是

容情可怖，再现了《牡丹灯笼》的剧情

。但是，月冈芳年的灵感来源并不是落

语版《牡丹灯笼》，而是歌舞伎版的

《怪异谈牡丹灯笼》。月冈芳年是明治

时期著名歌舞伎演员五代目尾上菊五郎

的好友，曾多次为他画过“役者绘”

（也是为演员所作的宣传画）。月冈芳

年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怪异谈牡丹灯

笼》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月冈芳年

自然也 预睹了这出精彩的戏剧，据此

画出了戏中的情景。

但可惜的是，1892年 6月 9日，月

冈芳年病死，而7月份这出戏才正式在

东京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时有

一位喜爱日本文化的希腊人 Lafcadio

Hearn（后来取了日本名字小泉八云）受

到此剧的影响，写出了英文小说《宿世

之恋》（A Passional Karma），把这一

故事介绍到 了全世界，后来收入其小

说集《怪谈》中。他是这样开头的：

“近来，东京都内上演的戏剧中，

有出名伶优菊五郎的《牡丹灯笼》，

连日间好评如潮、堂堂爆满……”

可惜月冈芳年却未能目睹好友的成

功。这幅画和很多《新形三十六怪撰》

的其他画作一样，是在大师死后才正式

印行的。

3.赖政云中射怪鸟

这则故事讲的是著名的“鵺”的传

说。在此前的故事中，保元之乱、平治

之乱的平源两族争霸，导致了平家的不

断胜利，源氏一族被反复打压，渐渐到

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最终在1180年，源

家再次掀起了反旗，这次为首的是一名

隐忍多年的老英雄—源赖政。

源赖政成名于 40年前，其射杀“

鵺 ”的传说在日本家喻户晓。根据

《平家物语》记载，“鵺”是这样一种

怪兽：“猴头、狸身、蛇尾，脚爪像虎

，叫声像怪鸟”，它身形巨大而恐怖，

是难以对付的妖魔。有段时间，它夜夜

出现在近卫天皇的寝宫之上窥伺，害得

天皇频频梦魇，乃至于中断呼吸。朝廷

请来最有名的高僧大德，修行大法秘法

，但都未能奏效。君臣上下，一筹莫展

。

这时，有人想到100年前，源氏的

源义家将军也曾平息过天皇的梦魇。他

每夜侍坐于紫宸殿的走廊上，如果天皇

梦魇，他便拨动弓弦作响三声，高声唱

说：“前陆奥守源义家在此。”旁观者

无不毛发倒竖，天皇的梦魇因此被祛除

掉。于是，公卿们建议找一位同为源氏

的、擅长弓箭的将 军来保卫天皇，源

赖政就这样被选中了。

他为天皇守夜时，“只带了一个平

时信任的随从井早太（本姓猪鼻， 又

称猪早太），背了雕翎凌风箭跟随着。

他自己身穿表里一色的狩衣，拿着两支

山雀翎的利箭，挟着缠藤的弓，来到紫

宸殿的宽廊上警戒。”为什么是两支箭

，他自己解释道，因为推荐他的人是左

少辨源雅赖。此人鼓吹“要除掉妖怪，

只有赖政”，于是源赖政就想，如果一

箭射不中 妖怪的话，便要用第二支射

雅赖的头……

月夜再度降临了，源赖政静静等待

“鵺”的出现。果然，子夜时分，它又

来到了紫宸殿上窥伺，仿佛在找寻猎物

一般。源赖政却毫不畏惧，他立马拉弓

搭箭，心里默念着南无八幡大菩萨，嗖

地一箭射去，登时有了射中的感觉。于

是他高兴地叫道：“中了 !”

就在同时，他的随从井早太急忙向

怪鸟落下的方向跑去。“鵺”果然被射

中受伤了，于是他按住那妖物，一连刺

了九刀，终于把它杀死。月冈芳年的这

幅图中，表现的正是井早太拼命刺击

“鵺”的一幕，它喉头正插着一羽飞箭

，可见源赖政射法之精准。

“鵺”被射杀后，天皇果然神清气

爽，便派左大臣藤原赖长赐予源赖政一

把名刀，称为“狮子王”。正要把刀递

给源赖政之时，突然有只杜鹃飞过，于

是左大臣即兴吟道：“杜鹃一鸣达九霄

。”杜鹃自是隐喻 那怪鸟的。

源赖政望着月亮，自然地接

道：“月下飞矢任飘飘。”这里

的月，诗歌原文用的是“弓张月

”，也即日文上弦月的别称。源

赖政用了高妙的谦辞，是弓张月

自己上弦，把怪物射了下来，并

非臣的功劳啊。

天皇等人听了，不禁赞叹这

个源氏武将真是文武双全，不仅

箭术高超，竟然还擅长和歌，且

不居功自傲，从此他更成为传奇

人物。

“鵺”在中国的《山海经》

上就有记载，“单张山有鸟，如

雉，文首，白翼，黄足，名曰白

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恶兽。

但是到了日本却完全不同，感觉

是把狸、蛇、虎、鸟等数种凶恶

妖邪拼合到了一起，显得非常恐

怖了。据说人们对它的尸体仍十

分忌惮，就用原木空舟盛着它，

让其顺着京都的鸭川一路漂流而

下，到了大阪附近。最后由当地

的居民将其好生安葬，其墓地被

称为“鵺冢”。它的幽灵到处徘

徊，曾出现在附近的蓧田森林之

中，最后又消失于大海。（谣曲

《鵺》）今天大阪港的徽章上也

有“鵺”，大概是想借它的力量抵御其

他妖怪吧。

“鵺”被射杀十多年后，又出现了

名为“鵼”的怪鸟来到宫中怪叫，于是

天皇又把源赖政叫来了。这一次，怪鸟

知道源赖政的厉害，一听他来就不叫了

。源赖政张大眼睛四处查看，只见昏黑

一片，全然不见怪鸟的踪影。他于是想

出一计，先拿出一支大响箭，向着怪鸟

叫的宫殿上空那怪鸟听得箭响吃了一惊

，便叫了几声。接 着他用第二支小响

箭射了过去，那怪鸟就随着响箭一起落

下来了，源赖政的智勇双全可见一斑。

天皇这次赏赐了他御衣一件，由右

大臣藤原公能转交。藤原公能称赞他道

：“古养由射取云外雁，今赖政箭中雨

里鵼。”养由指的是中国古代楚国的名

射手养由基，“百步穿杨” 的典故就

来自他。

藤原公能又咏歌道：“五月夜如晦

，今宵美名标。”

源赖政便接着作诗道：“但觉已迟

暮，伏枥叹骥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源赖政活到

70多岁，深得皇室喜爱，所以源家虽然

屡屡失败，但他依然屹立不倒，最后成

为朝廷中源家仅有的一位高官。但是，

平家越来越霸道，自称权势冠绝一天四

海，已经达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源赖

政这样的传奇 人物本应该是平家笼络

的对象，但相国平清盛的儿子平宗盛，

却在一次争执中， 粗鲁地抢夺了源赖

政之子源仲纲的爱马。不仅如此，他还

在马身烙上“仲纲”二字以示侮辱，这

彻底激怒了老将源赖政，他开始策划反

叛。

他暗中笼络对平家专权不满的皇子

以仁亲王，并联系散落各地的源氏子孙

，准备举起“仁王讨平”的大旗。可惜

在政变之前，风声走漏， 这让平家迅

速反应过来，对以仁亲王实施抓捕。以

仁亲王仓皇之下逃到京都郊外的三井寺

，得到僧兵的庇护。源赖政则紧急带领

家将千余人前往三井寺会合，平家军队

随后赶到，双方激战于宇治川前。因为

事起突然，源赖政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

备，所以无力与平家军正面抗衡。战斗

中以仁亲王被杀，77岁的老将源赖政壮

烈切腹。他死前作歌道：“叹我如草木

，终年土中埋。今生长已矣，花苞尚未

开。”

这是他蛰伏多年，最终却未能一举

擒贼的不甘之心。但他并未枉死，在这

位传奇人物的号召下，关东残余的源家

武士集体觉醒了。随着朝廷中最后的源

氏高官自裁，整个氏族终于彻底与朝廷

决裂。一时之间源义仲、源义经、源赖

朝等人纷纷起兵，继续“仁王讨平”的

战争，顷刻间席卷东国，这正是平家灭

亡的开端。（《平家物语· 卷四》）

《新形三十六怪撰》里
中国传统故事与文化

拜仁慕尼黑訓練備戰拜仁慕尼黑訓練備戰

滑雪愛好者參加主題活動告別烏魯木齊雪季滑雪愛好者參加主題活動告別烏魯木齊雪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絲綢之路國際滑雪場舉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絲綢之路國際滑雪場舉辦““樂享冰樂享冰
雪雪··心宿南山心宿南山””告別雪季主題活動告別雪季主題活動，，吸引眾多滑雪愛好者參與其中吸引眾多滑雪愛好者參與其中。。隨隨
著氣溫升高著氣溫升高，，烏魯木齊市周邊山區積雪逐步融化烏魯木齊市周邊山區積雪逐步融化，，為了確保滑雪體驗和為了確保滑雪體驗和
人身安全人身安全，，該市周邊滑雪場陸續停業該市周邊滑雪場陸續停業。。圖為滑雪愛好者參與滑水大賽圖為滑雪愛好者參與滑水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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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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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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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一千六百萬人被困在
家中，沒有工作，川普總統週一宣布他有權在他選擇的
時候重新開放美國。經濟急劇下滑，失業率高升，促使
總統川普立即做出重新開放美國的各種業務。 當各州
，城市和白宮之間出現不同意見時，川普堅持認為他是
授權美國重新開放的適當人選。4月13日 (週一)，美國
總統川普表示，何時重新開放美國經濟是他能決定的，
而不是州長的決定。儘管聯邦衛生官員已經發布了抗疫
指南，包括社交隔離和佩戴口罩，但華盛頓尚未發布有
關關閉學校或關閉公共服務和企業的全國性建議，而由
各州做出這些決定。在冠狀病毒爆發導致近2.2萬名美
國人喪生並造成數千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之後，川普希望
盡快重新開放美國經濟。法律專家說，美國總統命令公
民重返工作崗位或城市重新開放政府機構、交通或當地
企業的權力非常有限。根據《美國憲法》第10條修正
案，各州政府有權監督公民並規範公共福利。

川普聲稱他可以在結束 COVID-19 關閉方面推翻
各州州長的決定。川普週一發推文說：“為了製造衝突
和混亂，假新聞媒體中的一些人說，開放州的決定是州
長的決定，而不是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的決定。”
“讓我們充分理解這是不正確的。 這是總統的決定，
原因很多。 話雖這麼說，我和我的政府正在與州長緊
密合作，這將繼續下去。 我將與州長共同做出決定，
並很快得到其他人的支持！”這些評論呼應了川普在周
五白宮簡報會上的講話。 川普說：“我希望允許州長

做出決定而又不推翻決定，因為從憲法的角度來看，這
就是應該這樣做的方式。” “如果我不同意，我將推
翻州長，而我有權這樣做。 但是，我寧願有他們-您可
以將其稱為“聯邦主義者”，也可以將其稱為“憲法”
，但我將其稱為“憲法”。我希望他們做出決定。”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川普一直是社會疏遠措施減慢
流行病的斷斷續續的支持者。 但是他沒有對整個國家
採取這樣的措施，而且可能不會，除非宣布戒嚴令。
他提倡遵循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有關限制聚會和社交接觸
，洗手和消毒表面的準則。但是，州，地方官員或企業
本身已經採取了關閉學校，飯店，劇院和商店之類的措
施。醫學專家警告說，嘗試重新打開東西的速度過快可
能導致病毒復發。 由於沒有用于冠狀病毒的疫苗，因
此與該疾病作鬥爭的醫務人員處於危險之中，並且大量
病例，缺乏防護裝備和重症監護床可能使醫院不堪重負
。 但是，川普還受到商界領袖和保守派媒體人士的推
動，恢復了正常狀態，試圖重新啟動上個月已經失去數
千萬工作崗位的經濟。共和黨新罕布什爾州州長克里斯
•蘇努努（Chris Sununu）週一推翻了川普的推文。
“這是我們通過行政命令發出的呼籲……只從事基本業
務，而不是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就社交會議和此類性
質而言，將非必要業務關閉，以10人或更少的團體為
準。” 在接受CNN採訪時說。 “我們對有外賣訂單的
餐館做了什麼。 所有這些都是州行政命令，因此要撤
銷很多這些，將由州和州長決定。”

經濟下滑高失業率促使川普決定重新開放美國
川普聲稱他有權推翻各州州長現在封城的決定

美南大專校聯會發起新冠病毒救援基金募款
（本報訊）新冠病毒正在美國和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展開，

所到之處死傷千百萬，令人觸目驚心。此病毒將是我們這一生以
來所經歷最大的災害; 國家關閉了，城市了無人跡，千萬人突然
失去親人，命運永遠改變。經濟和商業造成的傷害，將影響整個
社會，造成危機和蕭條。華人在美的處境，也進入困難和危險。
Trump 總統在疫情之初把新冠病毒，改名中國病毒，散佈反中情
操，以致於對亞洲人和華人的歧視和暴力事件，在最近急速的上
升。我們每日在家中，看到華人所處的困境，以及疫情對人們所
造成的傷害和痛苦，卻無能為力。

校聯會以往在社區有難的時候，總是第一個站出來，服務社
區，拔苦救難的。因之在四月八日，校聯會召開了顧問和資深理
事的緊急會議，在兩小時的電話議談之中，一致同意，即刻成立
新冠病毒救援基金 (COVID-19 Relief Fund)。四月九日，並由校

聯會理事會投票通過，所有捐款的頭兩萬元，
校聯會將有百分之百的 match. 此一對一的配套
資金，將使捐款數額馬上增加一倍！ 我們預定
的捐款目標是三萬元，加上配套資金 match 的
兩萬元，希望至少可以募到五萬元，來購買第
一線醫護人員的口罩及其他防護用品。同時也捐助當地 Food
Bank, 提供必需的食品給衆多失業的窮人。希望我們華人對主流
社會的關懷及無私的貢獻，不但達到民胞物與的精神，同時也可
以舒解主流社會的反華情操。

救災的時機，即在此刻。美國法律特別規定，2020年 CO-
VID-19 的捐款，即使是用 Standard Deduction 也可以直接免稅
，最高免稅額可到達 300元。請大家多多利用這個稅捐的好處
， 在一兩個星期之內，踴躍熱捐！承蒙捐助，支票頭臺請寫

JCCAA, 並註明是給 COVID-19 Relief Fund。請寄給財務長林恂
:FRANCOISE SHIH, 815 PALM GROVE CIRCLE, SUGAR
LAND TX, 77498。如用 Quick Pay 請付給 JCCAAEvent at event-
pay@jccaa.org. 並註明是給 COVID-19 Relief Fund. 凡捐款 200元
以上, 財務將給與收據。

以下是給基金會或 RMD 捐款者的退稅資料: 501 (c)(3) 號碼
76-0385098, 正式名稱: 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Houston Scholarship Inc. 地址: 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
ton, TX. 77042.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20 年 4
月13日星期一，德州休斯頓國會議員艾
爾•格林 (Al Green)，Ford Bend 縣法官
KP George，密蘇里市市長 Yolanda Ford
和 Stafford 市長 Leonard Scarcella 宣布個
人防護設備（PPE）捐贈活動。 格林
(Al Green) 議員讚揚休斯頓市長西爾維
斯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 和休斯頓
市在 Minute Maid 公園進行的個人防護
裝備捐贈活動取得了成功。 格林 (Al
Green) 議員和Fort Bend縣第九國會選區

的當選官員希望他們的活動能取得類似
的成功。 捐贈活動將於2020年4月16日
星期四舉行。

這項活動將在新聞發布會上拉開帷
幕，其中包括由當地著名藥劑師捐贈
N95口罩，醫療口罩和洗手液，和當地
組織向向密蘇里市，Fort Bend郡Stafford
市捐款。 兩組織都將鼓勵其他人捐款
。 鼓勵新聞界成員參加問答活動，並開
始在線和廣播宣傳捐贈活動。

議員Green和Fort Bend縣官員宣布個人防護裝備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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