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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影響受新冠肺炎影響，，美國新澤西州南奧蘭美國新澤西州南奧蘭
治市的治市的55歲小男孩魯本歲小男孩魯本··古德曼古德曼（（ReubenReuben
GoodmanGoodman））在自己家門口舉行生日派對在自己家門口舉行生日派對，，
身著星戰衣服的鄰居在他家門口跳舞身著星戰衣服的鄰居在他家門口跳舞。。

伊朗劇院變伊朗劇院變““工廠工廠””趕制口罩趕制口罩 吉他手為誌願工人伴奏吉他手為誌願工人伴奏

意大利男孩家中無網絡意大利男孩家中無網絡
搬桌子去山上找信號學習搬桌子去山上找信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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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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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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ETF總規模逼近2000億
創10個月新高

雖然貨幣基金 7 日年化收益率大

面積跌破2%，但在貨幣寬松和股市大

幅波動環境中，市場的流動性管理需

求猛增，資金凈申購場內貨基的熱情

不減。

數據顯示，場內貨基最新管理規模

逼近 2000 億元關口，年內增幅超過

50%，規模創近10個月新高。場內貨基

龍頭——華寶添益近期有望沖擊1000億

元大關，重返千億級體量場內基金的寶

座。

流動性管理需求激增
場內貨基規模增逾50%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股市大幅震

蕩影響，避險資金助力場內貨基規模創

階段性新高。

Wind數據顯示，截至4月14日，27

只場內貨幣ETF總規模為1963.24億元，

比去年末凈增 659.32 億元，增幅高達

50.56%。其中，場內貨基龍頭——華寶

添益規模為983.95億元，逼近千億關口

，年內規模凈增 342.56 億元，增幅為

53.41%；緊隨其後的銀華日利規模站

上 700 億元，規模增幅達 64.48%；建

信添益規模為 163.21 億元，增幅也超

過50%。

銀華日利基金經理王樹麗透露，目

前場內貨基投資者依然以權益投資者為

主，意在避險及管理流動性。部分固收

類的投資者也有所參與，主要是為了流

動性管理。

王樹麗分析，今年場內貨基規模猛

增，壹方面是因為在新冠疫情影響下，

市場波動較大，避險情緒升溫，部分資

金撤出股市，流動性管理需求增加；另

壹方面，疫情導致經濟承壓，貨幣政策

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市場流動性充裕

也使得投資者的流動性管理需求增加。

“銀華日利的規模、投資者結構和

收益表現相對均衡，年內規模增幅也較

大。但是，與8萬億左右的場外貨幣市

場基金體量相比，場內貨幣屬於壹個相

對小而美的市場，在申贖、買賣效率方

面較普通場外貨基更高，體現在規模變

化上漲幅就比較可觀。”她說。

華寶添益基金經理高文慶也表示，

權益市場波動加劇，市場避險情緒濃重

，對貨幣基金在內的短久期、低風險的

產品投資需求陡增；央行在節後大量投

放貨幣，同時跟隨海外同步降準降息，

市場整體流動性極度充裕，對流動性管

理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增加。

具體到華寶添益基金規模猛增，高

文慶表示，由於受資金追捧，華寶添益

在二級市場時常處於溢價狀態，這也吸

引了部分資金進場進行申購，並在溢價

時擇機賣出實現套利交易。

在高文慶看來，漲勢迅猛的場內貨

基未來規模會否繼續水漲船高，取決於

市場風險偏好的變化。目前，流動性仍

處於極度寬松的狀態，國內疫情雖然得

到有效控制，但海外疫情仍面臨較大的

不確定性。所以，市場風險偏好沒有持

續快速提升時，對流動性資產的配置需

求依然存在。

王樹麗也認為，場內貨基規模主要

與股市行情呈反向關系，資金面松緊也

起到壹定作用。由於當前權益市場投資

者分歧加大，資金面仍將維持較長時間

的寬松，但受制於短端資產收益水平，

貨幣基金收益維持低位，壹定程度上對

投資者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未來場內

貨基規模大概率還會擴張，但增速或有

所下降。

從華寶添益規模變化與滬指走勢看

，兩者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股市漲

幅較大時，華寶添益規模明顯萎縮；股

市快速下跌時，該基金規模急速上行。

2015年7、8月間，股市快速下跌，華寶

添益規模也歷史性突破2000億元；在今

年1月滬指突破3100點時，該基金規模

壹度跌破600億元的低點。

收益率走低
流動性管理優勢凸顯
從收益率看，27只場內貨幣ETF平

均7日年化收益率為1.68%，也處於歷史

較低位置。盡管貨幣基金收益率持續走

低，但資金仍不斷湧入。多位行業人士

認為，場內投資人買入場內貨基，除了

投資收益率外，更加看重產品的流動性

和持有的體驗。

王樹麗坦言，目前市場上可做流動

性管理的品種收益均同步下行，約壹半

普通場外貨基7日年化收益率降至2%以

下，1年期存單收益在1.6%左右，場內

隔夜回購在1.5%~1.6%，而銀行間隔夜

質押式回購加權利率已經降至1%以下。

她說，場內貨基在提供與上述品種

類似甚至更高收益的情況下，還保持了

更高的流動性和操作便利性，例如，買

入T+0起息，可實現與股票投資的無縫

對接，壹次申購或買入可持續獲得收益

，無需每日操作，存在套利機制增強收

益，等等。作為流動性管理工具，場內

貨基具有比較優勢，吸引了大量的投資

者。

高文慶也說，貨幣基金主要投資1

年期內的短期國債、金融債、高等級信

用債、存款、存單和質押式逆回購等資

產，其收益率與央行貨幣政策、銀行間

資金面等因素高度相關。貨幣基金收益

的下行，是目前市場資金中樞和短端資

產收益率的壹個反映。

她認為，場內的投資者除了會關註

貨幣基金的收益，也會關註場內貨幣基

金的流動性和持有體驗。另外，這類基

金也是投資者進出權益市場的流動性管

理工具：在風險資產下跌時，可以申購

場內貨幣基金；在權益市場上漲時，可

以隨時交易場內貨幣基金獲得流動性入

場。

她介紹，華寶添益因為能支持T+0

無限次回轉交易，且支持多種套利策略

，而且日均交易額約100億，能滿足各

類型投資者需求。

北京壹位固收基金經理也表示，

購買場內貨基的投資人不少是風險偏

好較高的股票投資者，他們在空倉或

低倉位時會以場內貨基形式進行保證

金理財，當市場機遇出現時會很快投

入股市，因此，對產品收益率變動並

不敏感，更重要的是考慮產品的投資

安全和流動性。

王樹麗也稱，“場內投資者分為

很多類型，對收益率的敏感程度各異

，權益類客戶相對更看重場內貨基的

流動性。”

亞太區辦公樓租戶調查：在華企業營收、擴張預期更積極
綜合報導 國際商業地產服務和投資公司世

邦魏理仕(CBRE)在壹場線上發布會上發布亞太區

辦公樓租戶調查。調查顯示，與亞太其他市場相

比，在華企業對於營商環境、營收和擴張的預期

更為積極。

伴隨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日漸向好，中國各行業

目前已步入有序復工復產階段。這份調查顯示，近

三成中國內地受訪者預計，中國的營商環境將在

2020年下半年逐步轉好，且有四成企業認為下半年

市場趨穩，較亞太區整體調查結果分別高出7個和

15個百分點。

世邦魏理仕中國區研究部主管謝晨指出，這壹

結果與當前大多數在華租戶已經復工且企業信心隨

之逐步恢復相吻合。調查顯示，約53%的中國內地

受訪者預計，2020年營收將增長或持平，其中房地

產、科技和電信行業最為樂觀。

當然，疫情影響依然不容忽視。調查顯示

，約三分之壹的受訪者預計營收將出現兩位數

的下降。此外，疫情導致中國內地租戶推遲續

租計劃與實地看樓。但相較於亞太區的租戶，

中國內地租戶的新設/擴張或搬遷計劃受影響較

小。

從面對疫情而采取的積極舉措來看，謝晨

表示，中國內地的租戶比其他市場更早開始與

業主進行協商。除了租金減免，租戶還要求業

主在現有租約內或協商新租約時提供更多的免

租期，以及基於工期延誤和材料供應短缺的裝

修補貼等。但由於大多數商談仍在進行中，

69%的內地受訪者表示，目前尚未得到業主的

相關減免措施。

此外，響應政府要求減少出行和暫停非必

要業務往來等號召，逾九成的中國內地企業在

疫情期間采用居家辦公的形式。越來越多的公

司表示采用彈性工作時間(73%)和員工輪班制

(55%)。

長遠來看，此次疫情或將促使租戶辦公習慣發

生變革。約73%的受訪者表示將增加采用靈活辦公

的方式，另有70%的受訪者表示，作為企業業務連

續性計劃的關鍵組成部分，後續將增加科技投入以

支持遠程辦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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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在湛江，总投资额达 100 亿美元的巴斯夫广

东新型一体化生产基地项目已完成两台 800 千伏

安变压器的加装，基建施工通了电；在惠州，总

投资为 342.90 亿元的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一期项

目在获得核准批复后，正在有条不紊建设；在广

州，松下电子材料的第四家工厂落户黄埔区，主

要提供 5G 电子材料……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

不过，在外贸大省和吸引外资大省的广东，外资

企业正在用热火朝天的行动投下信任票——这里

仍是全球最理想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 月 -2 月， 广 东 省 制 造

业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32.4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12.2%；广东自贸区实际利用外资 8.88 亿美元，

占全省的 35%，同比增长 15.1%。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叠加春节假

期因素，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投资活动受限，

投资者等待观望情绪加重。商务部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 -2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1344 亿元，同

比下降 8.6%。广东今年前两个月实际利用外资金

额为 171.47 亿元，同比下降 8.3%。 

“2018 年，我们的产值是 19.4 亿元。2019

年是 25 亿元，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我们预

计仍可达到 28 亿元以上。” 松下电子材料（广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一木勉表示。就在今年 3 月，这

家中日外商合资企业新投资了 5.5 亿元，希望能

够在两年内实现 5G 增产。“我们希望投产后产

值能比现在翻一番”。 

信心集聚，奠下广东外资企业长足发展基础。

4 月 10 日，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在广东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今年

1 月至 2 月，全省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 32.4 亿元，

同比增长 12.2%。1 月 -2 月，广东市场采购出口

增长 1.8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 33.4%，均位

居全国首位。 

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和不曾减弱的信

心背后，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产业链

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在得知我们的项目需求后，广州市及南沙

区政府多次主动接洽了解项目情况，解析区域优

势，积极促成合作。”法国的路易达孚集团北亚

区工业项目管理总监江洲表示，广州不断创新工

作方式，克服疫情期间的重重困难力促项目落地。 

据悉，疫情以来，省商务厅充分运用省长联

系跨国公司直通车机制，共协调解决 LG、达能、

爱立信、嘉吉、日立、东丽、飞利浦等 50 家跨

国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跨国企

业在粤发展的信心。 （陈泽云 杭莹 ）　　

广东：外资入粤逆势跑出加速度
今年 1 月 -2 月，广东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2.2%

当前，中国制造的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成为国际市场的“抢
手货”，为全球防疫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圳及其周边城市素来就是医疗物
资生产的重要地区，众多知名品牌在深圳均有设厂，同时深圳的物流产业
链极其发达，为防疫物资快速出厂、运输、通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深圳海关先后保障西班牙、伊朗、罗马尼亚、阿曼、
意大利、捷克等多国政府专机装载出口防疫物资快速通关，对全球 23 个国
家的38座城市进行了点对点的支援，单日最多验放134批次超过4100万件。 
鲁力 摄影报道

专家访谈 
疫情之下，中国利用外资会受影响吗？专家分析表示： 

疫情控制得当稳定外资 大项目有定海神针之效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有关“外资撤离中国”的一些说法近日引发关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陈万灵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企业要转出中国要考虑成本问题。中国的成本比美日要低很多，这是各国在中国建厂的主要原因。此外，外资企业仍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 

他表示，目前来看，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快很好。所以，有些企业原本计划转订单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但因为疫情全球扩散，反而延缓了步伐，这也说明我国疫情控制得当，稳定了外资，给外

资以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肯定有影响，但还不会有‘重塑’那么大的力度。因为供应链或产业链由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决定，并没有那么容易移动。”陈万灵表示，国外疫情控制住之后，订单就

会慢慢恢复了。 

此外，陈万灵也肯定了广东以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稳住有效投资的做法。“大项目有定海神针之效，能起到积极示范作用。广东要不断开放市场和产业，这有助于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陈泽云 杭莹 ）　

深圳“智”造防疫物资
“飞”向全球 23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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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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岐山

■■高拉特高拉特（（右右））自自20152015年加盟恒大後年加盟恒大後，，屢建戰功屢建戰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謝思埸在男子3米板以558.05分獲得第一。 資料圖片

■■ 將有將有1010支中國支中國FF11電競職業車隊在線上電競職業車隊在線上
對抗對抗。。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 高拉特在接受高拉特在接受
訪問時多次喊出訪問時多次喊出：：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冠肺炎疫情在內地開始放緩，中超勁旅廣州恒大已恢復操練，因傷闊別綠

茵場超過一年的高拉特，也已由巴西返國歸隊。這位已入籍中國的巴西射手聲

言，即使在疫情爆發時期，也從沒想過要離開，刻下目標除了早日重返賽場之

外，最大心願就是為中國國家隊（國足）出征。

高拉特返回廣州接受14天隔離
後，已重新投入恒大訓練。在

疫情爆發後，有些外援球員選擇離
開中超，但高拉特在接受巴西媒體
訪問時，則自揭曾婉拒高士路招
手，他說：“非常高興能獲高士路
垂青，但我沒想過要返回巴西，因
為還不想離開恒大。”他又證實已
跟恒大續約：“我和球會簽了新合
約，而且還入了（中國）籍，沒想
過要離開。現時最想的是盡快回到
賽場，並要用入球來協助球隊取
勝。”
高拉特4月3日返回廣州，在酒

店接受隔離時，曾在網上上載一條
做體能訓練的短片，畫面包括一面
五星紅旗。日前，他接受訪問時再
次喊出：“我是中國人！”這是他
第3次表示忠誠，他不諱言十分期待
能為國足上陣：“我加入中國籍就
是為了等待這機會，現時要先回復
最好狀態，再靜候時機來臨。”
除高拉特外，阿蘭、費蘭度及

阿洛伊斯奧也成功領取中國護照，
連同較早前已歸化的艾傑臣、李
可、侯永永、德爾加多及布朗寧，
國足的歸化兵已多達9人。

國足已上報“64＋8”名單
據內地傳媒消息，中國足協已

向亞洲足協上報“64＋8”的世界盃
外圍賽名單，將來參加40強賽的國
足成員，會在這72人中選出。不過
由於尚未獲得國際足協核實代表資
格，加上長期受傷患困擾的關係，
高拉特目前並不在72人大軍之列。
根據賽例，主教練李鐵在40強賽之
前可以作出變動，只要代表資格獲
得國際足協肯定，高拉特仍有機會
趕上尾班車。由於中超很有可能在6
月下旬重開，按現時計劃，國足暫
定5月開始集訓，目的地初定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足協日前經過視頻會
議後發佈公告，中超、中甲及中乙三級職業足球俱樂部一致
同意合理減薪，減薪周期從2020年3月1日至2020賽季聯賽
開賽日，具體的減薪方案指導意見將由中國足協組織職業俱
樂部、球員、教練員代表及法律專業人士在內的工作組制訂
並公佈。
不過，據《天津日報》報道，考慮到中國足球職業聯賽

球員的薪資並不相同，不宜一刀切，因此最有可能實施的方

案是根據收入的不同採取不同的降低比例，例如：年薪在59
萬元(人民幣，下同)至99萬元區間的球員降薪10％；年薪在
100萬元至299萬元的球員降薪20％；年薪在300萬元以上的
降薪30％。目前中國足協已就階梯式減薪的可行性徵求各俱
樂部意見和建議，據悉，這種減薪方式被看好，一切順利的
話，更具體的指導意見將在本周公佈。日前，中國足協主席
陳戌源在探班國足時表示，足協倡導降薪，“期待國腳們帶
好這個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肆虐，羽毛球賽事全面停擺。去
年退役的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最近在一次直
播連線中談到：如果自己是林丹的話，會選
擇退役。而對於現在的男單格局，李宗偉則
看好日本的桃田賢斗，其次就是國羽的石宇
奇。
“奧運會延期一年，我覺得如果我是

他，我的成績一直在（國家隊位居）第三
單，這個時候還是會選擇退下來。因為我覺
得現在這個時間點，他已經是一個非常偉大

的運動員了，什麼冠軍都拿過了，奧運會、
世錦賽、湯姆斯盃。他堅持下去的夢想就是
參加奧運會，我覺得應該去鼓勵他，畢竟已
經36歲還要堅持，第五次參加奧運會是一個
很不簡單的事情，有時他可能要打比自己小
10歲的對手，甚至是小一輪多的對手，運動
員到了這個歲數，還這麼敢去追求，已經非
常偉大了。”李宗偉給予林丹高度讚揚。被
問到對如今男單格局，李宗偉答道：“現在日
本的桃田賢斗領先一些，然後是中國的石宇
奇，還有丹麥的安賽龍和安東森也比較強。” ■■李宗偉李宗偉（（左左））與林丹惺惺相惜與林丹惺惺相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歷時三天的中國跳水冠軍達標賽19日在北京國
家體育總局跳水館收官，在單人項目中，男、女3
米跳板分別有兩名選手達標，男、女10米跳台選手
均未達到隊內設置的分數線。這是東京奧運會正式
宣佈延期後，中國跳水隊首次舉行隊內大練兵。本
次冠軍達標賽賽制同奧運會一樣，所有單人項目設
預賽、準決賽和決賽三輪，在準決賽進入前三名的
運動員才有資格參加決賽。雙人項目則是一次決
賽，已在17日比完，只有曹緣/陳艾森組合在男子
雙人10米台上成績達標。
18日開始進入單人比賽。男子3米跳板比賽

中，里約奧運會冠軍曹緣準決賽出現失誤，無緣決
賽。決賽於19日上演，世錦賽跳板雙冠王謝思埸以

總分558.05拿下第一。彭健烽以總
分536.70獲得第二，超過535分的
達標線。
名將王涵在女子3米跳板也不

負眾望以385.20的總分獲得第一併
達到隊內385的達標分。昌雅妮僅
落後王涵0.1分，以385.10的總分獲
得第二。
男子10米跳台決賽在陳艾森、

楊健和練俊傑三人之間展開。最終楊健以總分556.05
分反超陳艾森獲得第一，陳艾森以555.10分獲得第
二，練俊傑則以521.50分位列第三，但三人均未達到
隊內設置的570分的達標線。

女子10米跳台，成為司雅傑和張家齊的“雙嬌
對決”。司雅傑以389.20分獲第一，張家齊第三跳
失誤僅獲51.15分，最終得到380.05分，兩人均未達
到400分的達標線。 ■新華社

中超或階梯式減薪 最高減30%

中國跳水隊內練兵 10米台無人達標

李宗偉李宗偉：：若我是林丹會選擇退役若我是林丹會選擇退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體育運
動停擺期間掀起的電競熱潮，今次吹到F1賽
車界。世界一級方程式（F1）電競中國冠軍
賽2020賽季季前表演賽將以線上形式舉辦，
這也宣告了F1電競中國冠軍賽新賽季正式啟
動。
據悉，2020賽季的F1電競中國冠軍

賽，不但保留原有一般玩家參與的“城市
賽”，也增設了由職業車隊組成的“職業聯
賽”。作為2020年新增的全新賽事，職業
聯賽將會有10支中國F1電競職業車隊在線
上對抗。
今季職業聯賽將以5月10日的西班牙站

為起點，於11月29日阿布扎比大獎賽的亞
斯碼頭賽道收官，車手和車隊的積分規則與
傳統F1同出一轍。每場線上對抗均由排位
賽和正賽組成，以最終完賽成績計算車手積
分，同一車隊兩位出場車手的積分累積成為
本站車隊積分。參賽車手及車隊通過全賽季
22場線上對抗累積賽季積分，全季總分排
名前10車手將獲得全國總決賽的入場券，
與來自F1電競中國冠軍賽城市賽的車手共
同爭奪參與下一年度F1電競職業系列賽車
隊選秀的機會。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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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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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冠肺炎封
城後，武漢百駿體育

公園日前終獲批復工營業。足球愛好者們重返綠
茵場，享受運動的快樂。 新華社

重 返 球 場

結束隔離回歸恒大 從未想過離開

高拉特高拉特冀為中國出征冀為中國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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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聲稱由于擔心冠狀病毒 他將暫時中止移民美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星期一（4 月 20 日）晚間表示，隨著美
國與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健康和經濟影響作鬥
爭，他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暫時中止向美
國的移民。

“鑒于無形敵人的襲擊，以及保護我們
偉大的美國公民的工作的需要，我將簽署一
項行政命令，暫時中止向美國的移民！”他
發了推文。

目前尚不清楚他將使用何種機制來暫停
移民，這種暫停將持續多長時間，或對美國
邊境口岸的運營以及已經持有綠卡的人有什
麽影響。

白宮拒絕在周一晚間提供有關行政命令
的進一步信息。國土安全部沒有立即回應置
評請求。

由于冠狀病毒並試圖遏制其擴散，很大
程度上已阻止了向美國的移民：難民的安置
已被擱置，簽證處在很大程度上關閉，並且
沒有舉行公民儀式。特朗普周一沒有提供有
關他打算進一步限制面對冠狀病毒入境打算
的細節。

“這與政策無關，這與總統想要傳達的
信息有關。他希望人們反對'另一個'。而且，

無論移民為響應和恢複做出了什麽寶貴貢獻
，他都認為移民最容易受到指責。” 國家移
民論壇執行董事阿裏·諾拉尼（Ali Noorani）
在推特上說。

特朗普的推文發布之際，是美國政府試
圖通過分階段實施的方法，從冠狀病毒關閉
中重新開放該國部分地區，但這也是總統
2016年競選承諾的繼續。

特朗普反複吹捧他決定停止從中國和歐
洲來的旅行，以此來遏制冠狀病毒在美國的
傳播。

在大流行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試圖推
進其一些最嚴格的限制政策，這些政策一直
難以付諸實踐，包括阻止尋求庇護者入境。

特朗普引用了穿越南部邊界進入美國的
“未經檢查”和“未經審查”的人，上個月
末表示，“大部分甚至更大範圍，但主要是
在這一全球大流行中，邊界將被封鎖。”對
非必要旅行的限制仍然有效，周一，國土安
全部宣布將把限制範圍擴大到墨西哥和加拿
大。

政府還制定了一項命令，允許美國迅速
遣返在邊境被捕的移民，包括兒童。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國家安全首席通訊員吉姆·西奧托 (Jim Sciutto, Chief National Se-
curity Correspondent) 在朝鮮平壤透露，美國正在監測有關情報，
指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手術後正處于嚴重危險中。

金正恩最近錯過了4月15日祖父生日的慶祝活動，這引發了
人們對其生體狀況的猜測。在此之前的四天，他出現在政府會議
上。

CNN已與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取得聯系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還尋求韓國人的評論。

從朝鮮收集情報非常困難，這是美國情報部門最具挑戰性的
目標之一。

朝鮮嚴格控制圍繞其領導人的任何信息，而領導人幾乎被視
為國內的神靈。他在官方媒體的缺席經常引起人們對其健康狀況
的猜測和謠言。

朝鮮沒有新聞自由，在領導層方面常常是一個黑洞。分析師
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掃描國家媒體的派遣信息和觀看宣傳視頻，
以尋找任何線索。

金正恩最後一次出現在4月11日的朝鮮官方媒體上露面。4
月15日-朝鮮最重要的節日，即朝鮮開國元勳金日成誕辰紀念

日-來來往往，沒有正式
提及金正恩的活動。

專家不確定是什麽引
起金正恩不出席祖父生日
的慶祝活動。過去朝鮮領
導人沒有參加這些重要的
慶祝活動時，就預示著重
大事態發展，但是事實證
明它什麽也沒發生。

金正日在2008年慶祝
朝鮮60周年的遊行中缺席
，隨後有傳言稱他身體狀
況不佳，後來透露他得了
中風，此後他的健康狀況
持續下降，直到2011年去
世。

2014年，金正恩從公衆視線中消失了一個多月，這也引發了
人們對其健康的猜測。他帶著拐杖回來了，幾天後，韓國情報人
員說他的腳踝上有一個囊腫。

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 ）國際關系學教授約翰·德
盧裏（John Delury）說：“這很容易出錯。”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手術後處于嚴重危險中

霍旺是个养奶牛的农村汉子，最近

活儿实在太忙，他就请了个帮工，管吃

管住，工钱开得也不少。

这个帮工姓刘，是个外地人，和霍

旺年纪差不多，挺干练的。霍旺觉得他

干活勤恳，人也利索，哪都挺好，就是

有一点特别奇怪，这老刘平时没事就爱

盯着小白看。

小白是霍旺养的一条狗，其实也没

啥特别的，可老刘常常望着小白出神，

像是琢磨着什么。

这天，老刘忽然说：“哎，我说老

霍，把你那小白借我用用……”

霍旺疑惑地问：“借小白？你有什

么用呀？这只狗老实得要命，来个人连

叫都不叫，本来还指望它看家护院哩，

现在我都想把它处理了！”

老刘笑了笑，说：“你说的这些都

不打紧，只要是只母狗就行。”望着霍

旺一脸的不解，老刘接着说：“我看小

白这几天进入了发情期，我要用它钓只

公狗来打打牙祭。”霍旺没听说过还有

“钓狗”的，他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下便点了头。

到了晚间，老刘牵着小白出去遛了

一圈儿，回来后把小白拴在院中，大门

特意留了一道缝，然后他拿了一条绳子

，绳上挽了个活扣，自己则悄悄躲在屋

里。

过了约莫半个钟头，一只黑狗探头

探脑地出现在门口，几番试探后，这只

黑狗禁不住诱惑，跑到小白身边，开始

亲热起来。屋内的老刘看准时机，悄悄

摸到门边，一把关好门。黑狗发觉上当

，已经晚了，狂奔乱跑中被老刘甩过绳

子套中了脖子，三下两下，老刘就麻利

地把黑狗拴到树上勒死了。

第二天中午，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出

锅了，老刘和霍旺一边喝酒一边吃肉，

好不痛快。

这以后，隔三岔五的，老刘就用这

招儿钓狗解馋，霍旺也乐得享受这免费

的大餐。在一次吃狗肉时，老刘闲着没

事，跟霍旺讲了他在家乡钓狗的经历：

那次，老刘也是在家里设好了圈套，等

公狗上门。等到半夜时，有一条公狗进

来了。老刘出门一看，呵，好家伙，是

条老大的公狗，像头狮子，细细一看，

敢情是只藏獒！老刘愣是没怵它，用绳

子套住了它。

可这藏獒力气太大了，老刘拽不动

它，它反而向老刘猛扑过来，幸亏老刘

抄起个塑料盆当盾牌抵挡，才没被藏獒

咬到。紧急关头，老刘大喊着，让老婆

把镰刀拿来。他一手拿着塑料盆抵挡，

一手用镰刀玩命地猛砍藏獒的腿，最后

，老刘终于砍翻了这家伙，他也累倒在

地……

真是后怕呀，如果老刘稍一松手，

不是他吃狗，而是狗吃他了！

老刘接着说：“这只藏獒我吃得痛

快啊！后来我才知道，这只藏獒是附近

一个养犬基地跑出来的种公獒，价值

500万元。养犬基地丢了种公獒，曾打

出广告，说奖励30万给找到藏獒的人。

我那个后悔呀，早知道那狗这么值钱就

不吃了。不过，我老刘也创下一餐500

万的纪录！嘿嘿，我去年坐车时听人说

，前两年在西安，几个香港人一餐吃了

50万，说是什么宫廷菜，牛得全国人民

都羡慕。我当时忍着没跟他们说，俺老

刘一餐吃过500万哩！”说完，老刘得

意地大笑起来。

霍旺开始也跟着笑，但笑着笑着，

他若有所思起来。过了一天，他对老刘

说：“老刘呀，今后在我这里就不要再

钓狗了，附近都是乡里乡亲的住着，弄

一回两回可能没人发觉，时间长了，丢

狗的人找上门来可不好。现在的狗都金

贵，明明值一两百的狗，他偏说一两万

，咱可赔不起！”

老刘知道，霍旺这是害怕被别人讹

一把，连忙回答：“好呀，不弄了。”

老刘说是不弄狗了，可他也没闲着

，趁着上山放牛的时候，不是弄只兔子

就是逮只獾子回来。不过，每次吃的时

候，都要叹息一番，说是没有狗肉香。

过了一段时间，霍旺看老刘总盯着

小白的肚子，这才发现，原来小白揣崽

了。霍旺想，这老刘，不知又打啥鬼主

意。不久，小白生下了三只小花狗，断

奶后，一只只在院里跑来跑去，胖乎乎

的挺可爱。老刘看了说：“老霍，这三

只狗崽子归我啦！”

“行，归你。”霍旺答得爽快，他

还以为是个玩笑，哪知过了没几天，中

午时，老刘急三火四地把霍旺招到自己

住的小屋，说是让他吃顿大餐。进了小

屋，霍旺才发现，小炕桌上放着一大盘

冒着热气的肉，盘里那三个小脑袋壳，

让霍旺一下就恍然大悟：“老刘，你把

那三只小狗炖了？”

老刘笑嘻嘻地回答：“你不是说给

我了吗？来来，这小狗嫩得很，一开锅

就熟喽，坐下尝尝……”

霍旺觉得下不了口，毕竟是自家养

的三只活蹦乱跳的小狗呀，眼下成了盘

中餐，看着也揪心。老刘可不管这些，

大口嚼着肉，“哧溜”一口酒，吃得不

亦乐乎。

这时，霍旺听见院中小白在狺狺吠

叫，满院乱窜着，就说：“老刘呀，你

好残忍，你吃了小白的三个崽子，它现

在到处找呢！”

“管它呢，”老刘眼皮都没抬，

“一只狗，它懂个啥？我刚才怕小白护

崽子，把它关到大门外了，才趁机摔死

三只狗崽子。来，吃呀！”

正说着，小白东闻西嗅地进屋了，

边闻边“呜呜咽咽”地叫着，在屋里乱

转。老刘烦了，抬手将桌上的三个小狗

脑瓜壳扔到小白面前，说：“给你，吃

吧吃吧，别叫啦，尝尝你孩子的肉香不

香……”

小白闻了闻，突然止住了叫声，它

像定住了神似的，大约过了一两秒钟，

双耳竖起，盯着正大口咀嚼的老刘，猛

地一下蹿上桌子，一口就咬在老刘咽喉

处。老刘毫无防备，被小白死死咬住了

喉管。

霍旺吓傻了，愣了几秒后，他先是

举起拳头猛打小白，见它死不松口，他

又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击打小白的头。令

霍旺恐慌的是，这小白的头上都流血了

，它还是不松口，时间一长，老刘脸色

发白，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霍旺急了，又出去找来一根粗木棍

，一下一下用力击打小白的头，眼见着

小白的头凹了下去，口、鼻、眼都溢出

血来，可它还是死死咬住老刘的脖子不

松口，最后霍旺累得手都抬不起来了，

他又急又怕，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喊人求

救……

等人们赶来，一切都晚了，人也死

了，狗也亡了。一会儿的工夫，120救

护车开来了，110警车也鸣着警笛赶来

了。人们动用了一切器械，总算把人和

狗分了开来。再看老刘，脖子都被咬烂

了，他双目圆睁，好像是死得十分不甘

。

霍旺做梦也没想到摊上了这人命关天

的大事，他语无伦次地跟警察介绍完情况

，然后双手一摊，一屁股坐在地上，苦着

脸道：“完了完了，小白从不咬人的呀，

这下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出了人命案，霍旺也被请进了派出

所，他得知眼下警方正在联系死者老刘

的家属，现已初步断定这是个偶然事件

，可能得赔点钱，具体多少，得等死者

家属来协商才知道。

霍旺这个悔啊，一条人命呢，得赔

人家多少钱呀，看来自己要倾家荡产了

。但令霍旺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

警方告诉了他一个惊掉门牙的消息：死

者老刘是个通缉杀人犯，他并不姓刘，

而姓魏。这个人五年前在家乡就是因为

钓狗和邻居发生争执，残忍地杀害了邻

居一家后就四处逃亡，想不到最后把命

丧在一只从不咬人的狗嘴里。

回家的路上，霍旺心里不禁感慨：

老刘呀老刘，不，老魏呀老魏，你还说

什么吃过最贵的一餐是500万的藏獒，

我看呀，这次才是你最贵的一餐，要你

拿命来偿还！

直到现在，霍旺想起这件事，后脊

梁还“嗖嗖”直冒凉气……

最贵的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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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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20 -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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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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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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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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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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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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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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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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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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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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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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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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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由于冠
狀病毒大流行期間對原油的需求下降使市場
感到恐慌，美國石油價格暴跌至零以下，使
該行業陷入困境。美國West Texas中質油收
於每桶負37美元，當日下跌300％，買家實
際上是在向生產商支付不交付石油的費用。
價格的迅速下跌，已經遠低於使休斯頓和德
克薩斯州的石油業務發生變化的1986 年里
程碑式的石油蕭條最糟糕的時期。“這將導
致很多人關門。”恐慌使油價在五月份交割
，而星期二是最後一天。 由於買家用完了
儲存原油的空間，他們不斷壓低紐約商品交
易所的油價，直到週一下午每桶成本變為負
數。經濟學家預測，到本月底休斯頓的失業
率將達到 10％，這可能會使該地區本來已
經令人沮喪的前景惡化。休斯頓市長西爾維
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警告說，由
於石油危機而加劇的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導
致該市歷史上預算最差，裁員人數未定。
在 1986 年的蕭條期間，經濟下滑導致整個
地區約225,000人失業。

”油田服務巨頭哈里伯頓（Halliburton
）週一表示，在第一季度虧損了10億美元
，休斯頓 3500 名工人放無薪假，這預示著
事情的來臨。首席執行官傑夫•米勒（Jeff
Miller）表示，他希望將公司的運營預算削

減10億美元。由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全球
對原油及其衍生物（如汽油，柴油和噴氣燃
料）的需求每天下降了2000萬至3000萬桶
。 較低的油價既不會刺激需求，也不會刺
激出口。

汽油價格已經連續八週下跌，而且有望
進一步下跌。休斯頓每加侖普通汽油的平均
價格降至每加侖1.57美元，過去一周下跌了
6美分。 在過去一個月中，該地區的汽油價
格每加侖下跌了31美分，在過去的一年中
，每加侖下跌了1美元以上。在德州的油田
中，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前景變得越來越
嚴峻。

目前在美國各地工作的150名水力壓裂
工作人員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可能在7月之
前失業。一些主要在加拿大，伊拉克和委內
瑞拉的生產商已經關閉了油井，本月每天減
少190萬桶的石油。石油企業想知道：美國
的生產商是否會效仿以避免星期一的事件重
演？最直接，最有影響力的事情是使世界經
濟再次發展。石油企業對州長雅培和總統
Trump重啟貿易和聲稱他們將幫助並拯救美
國石油工業。川普在星期二說美國將為戰備
和庫存購買 7500 萬桶石油以挽救美國石油
工業。

隨著儲量的增加隨著儲量的增加 美國石油周一暴跌至每桶負美國石油周一暴跌至每桶負3737美元美元
川普說將為庫存買川普說將為庫存買75007500萬桶石油以挽救石油工業萬桶石油以挽救石油工業

（本報訊）居家防疫期間，提高人
體免疫力，是個人防疫的重要基礎。那
麼如何更好的抵抗病毒，提高人體免疫
力呢?中醫尤其重視“未病先防，有病早
治，既病防變，病後固本”。保持健康
生活模式才能增強身體抵抗力。若論到
實踐健康生活，最基本的莫如不吸煙和
不飲酒，還包括均衡飲食、恆常運動、
心境開朗及充足休息。

張朝慧是德州執照針灸師，中醫師
。中國湖北中醫學院畢業，30餘年臨床
經驗。休斯頓執業近20年。
主題: 現場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和增強
免疫力
講員: 張朝慧中醫師
時間: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zoom.us/j/95928351888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959 2835 1888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
開放現場問答)

光鹽社健康講座 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和增強免疫力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國稅局（IRS）15日

開始發放救助金，符合發放資格的個人可收到1200
美元，但仍有一些人沒有收到。據悉，個人所使用
的報稅服務可能會影響收到這筆錢。此外，根據最
新的時間表，所有支票可能要到9月才能都寄出。
據報導，如果您使用了 H＆R Block，TurboTax 和
Jackson Hewitt等報稅服務，因而國稅局（IRS）沒
有您的直接付款信息。多達2100萬人可能還沒有收
到1200美元紓困款。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
如果人們提前收到退稅或者報稅費用要從退稅中扣
除，則IRS沒有他們的直接存款信息。通常，報稅
公司會先收到客戶的退稅，扣除了報稅的費用，然
後才會將剩下的錢退給客戶。據Business Insider報導
，除報稅的前期費用外，H＆R Block 和 TurboTax
各自收取40美元的處理費。

美國低收入和貧困人口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嚴
重損害，當局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預計將有超過1.5
億人收到紓困款。其中有7000萬將收到紙質支票，
該支票將於4月24日開始發送。預計將有超過8000
萬美國人通過直接存款的方式獲得紓困付款。該直
接存款信息將來自其2018年或2019年的納稅申報表
。之後，政府將處理剩下的付款，首先將通過直接
存款方式發放，最後是郵寄紙質支票。那些已更新
其直接存款信息的個人將優先獲得付款。 4月下旬
，紓困金將由直接存款方式發送給在2018或2019年

未提交納稅申報表的社安福利受益人。其中包括退
休金領取者、倖存者和傷殘保險受益人，款項將打
入他們通常收到福利的銀行賬戶。據國會稱，將近
99％的受益人使用直接存款方式。

IRS官網公佈的領取紓困款的條件。據悉，根
據這項計劃，單身美國人將獲得1200美元，已婚夫
婦將獲得2400美元，父母將為每個17歲以下的孩子
獲得500美元。但是，對於調整後總收入超過7.5萬
美元的個人，獲得的款項將開始逐步減少，而收入
超過9.9萬美元的個人則完全沒有資格。無子女的
夫婦總收入門檻是19.8萬美元。此外，一家之主的
年收入超過 11.25 萬美元，或者夫妻共同報稅超過
15萬美元，援助的金額也減少。如果夫婦收入超過
19.8萬美元則沒有資格再獲得聯邦現金。

民眾必須具有有效的社會安全號碼，才能接收
紓困資金。根據法案，某些人被明確排除在援助範
圍 之 外 。 其 中 包 括 美 國 “ 非 居 民 外 國 人 ”
（non-resident aliens）等。根據國稅局（IRS）的解
釋，如果你既沒有獲得綠卡（永久居民身份），又
沒有在美國居留足夠長的時間（本年度滿31天，以
及本年度和前兩個年度共183天），那麼就將被視
為“非居民外國人”。另外，留學生、訪問學者、
臨時來美運動員等一般也都被視作“非居民外國人
”。 美國政府有意將數百萬納稅但沒有合法身份的
移民排除在外。

美國低收入人口受害嚴重 將有1.5億人收到紓困款
如果你沒有收到紓困款 可能 4月下旬將收到紙質支票

西德克薩斯油田將面臨最嚴重的衝擊西德克薩斯油田將面臨最嚴重的衝擊，，油價暴跌油價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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