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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學生因疫情無法乘機荷蘭學生因疫情無法乘機 搭船從古巴返回祖國搭船從古巴返回祖國

搭載著壹群荷蘭學生的帆船抵達荷蘭哈林根搭載著壹群荷蘭學生的帆船抵達荷蘭哈林根，，這些學生由於新冠肺這些學生由於新冠肺
炎疫情的爆發滯留在古巴無法搭機回國炎疫情的爆發滯留在古巴無法搭機回國，，最終坐船從古巴回到荷蘭最終坐船從古巴回到荷蘭。。

湖南郴州雜技演員湖南郴州雜技演員
挑戰峽谷高空走鋼絲挑戰峽谷高空走鋼絲

探訪探訪““江口沈銀江口沈銀””第三期發掘現場第三期發掘現場

壹場特殊的新聞通報會在江口沈銀遺址考古工作站舉行，向外界通報第三期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2020
年1月10日，第三期考古正式開始挖掘，4月28日結束，前後歷時3個多月，發掘面積5000平方米，勘探面
積10000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0余件。壹組圖片帶妳走進考古發掘現場。圖為金印出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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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安踏紛紛大幅打折
服裝企業的庫存危機來了？

“全場商品6.5折、部分商品5折起、

2020年新款5折、買壹送壹。”最近走進

商場，不少人會發現許多服裝品牌都開始

進行大力度的優惠活動，其中不乏像耐克、阿

迪達斯、安踏等知名服裝品牌。

服裝品牌紛紛啟動大力度優惠活動的

背後，是疫情之下鞋服企業所面臨的銷售

困境。時間即將進入5月，冬裝和春裝銷售

的時間窗口行將關閉，服裝企業過去幾個

月所積累下的庫存該如何處理，無疑將成

為許多鞋服品牌所面臨的難題之壹。

優惠活動背後的服企銷售困境
近日，中新經緯在北京多家商場發

現，許多服裝品牌都開始進行“部分商品

五折、買壹送壹、全場商品6折起”等優惠

活動，發起這些活動的商家中不乏阿迪達

斯、安踏、耐克等知名的鞋服品牌。

事實上，在近期服裝品牌紛紛開啟優

惠活動的背後，是疫情之下行業正面臨的

巨大經營壓力。4月24日，美國服裝巨頭

蓋璞(GAP)稱，為了應對危機，公司將從本

月起暫停給8萬多名公司員工發放工資，讓

員工無薪休假，中新經緯在走訪蓋璞時發

現，目前店內人流稀少，隨處可見商品5折

、7折優惠的字樣。4月27日，阿迪達斯發

布的2020財年第壹季度業績顯示，報告期

內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96%，全球超過

70%門店處於關閉狀態。並且由於門店大

量關閉，阿迪達斯庫存大幅增加，根據瑞

士信貸的預警，這些庫存可能需要長達壹

年的時間才能清完。

需要指出的是，受疫情影響的不僅

僅是國外企業，國內多家服裝上市公司

發布的2020年壹季報也顯示，公司業績

受疫情影響而大幅下滑，其中，多家上

市公司提到了自身面臨的庫存問題。

海瀾之家2020年壹季報顯示，受疫情

影響，報告期內公司的凈利潤同比下滑

75.59%。在2019年的年報中，海瀾之家就

預警稱，新冠肺炎疫情對線下零售帶來較

大沖擊，將對公司的銷售業績產生不利影

響。而其中壹項風險，就是公司存貨的風

險，年報顯示，截至2019年底，海瀾之家

存貨價值為90.44億元，海瀾之家表示，

這些存貨中有48.29%為附不可退貨條款的

貨品，如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或競爭加劇，

可能引發變現出現困難或跌價的風險。

此外，七匹狼披露的2020年壹季報

顯示，報告期內公司凈虧損4205.26萬元，

其中資產減值損失達到6026.35萬元，因

為“受疫情影響，公司庫存消化緩慢，

對應的存貨跌價計提較多”。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春節期

間，本應是全年線下消費的最大旺季，

有利於增厚紡織服裝公司的利潤水平。

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

發，疫情對紡織服裝公司產生了巨大的

影響，直接導致終端消費快速下滑，庫

存累積嚴重等問題。

服裝企業的庫存“難題”
如何處理庫存積壓，壹直是服裝企業

需要面對的難題之壹。壹般來說，對於那

些難以賣出的商品，服裝企業往往會采取

降價銷售或退回生產廠商等方式來處理。

不過，無論是降價促銷，還是最終退回

生產廠商，都意味著原有商品價值的下降。

對於服裝上市公司來說，為了預防每年因為

庫存積壓而帶來的賬面損失，公司會定期對

庫存商品進行減值測試，並相應地計提存貨

跌價準備來覆蓋庫存商品的減值損失。

不過，對於存貨減值準備的計提，也

將影響到公司的業績情況。據中新經緯客

戶端不完全統計，在目前已公布2019年年

報的服裝上市公司中，就有10家服裝上市

公司計提了存貨跌價準備，合計金額達9.5

億元。其中七匹狼、美邦服飾(美特斯邦威)

、搜於特計提存貨跌價準備金額位居前三

，分別為3.24億元、2.21億元、1.12億元。

而在上述10家公司中，除了星期六

因並購而實現扣非凈利潤大增之外，僅

有七匹狼和報喜鳥兩家公司的扣非凈利

潤實現了正增長，而其余7家公司的扣

非凈利潤悉數下跌。

因庫存積壓而影響業績最典型的案

例莫過於李寧，2008年之後，在“奧運

熱”的影響之下，李寧等國產運動鞋服

公司快速擴張，從2008年-2011年，李寧

的門店數量從5000家增長至8000家，但

是高速的擴張導致了經銷商庫存積壓、

店鋪效益下滑等種種問題。

為了解決庫存積壓的問題，2012年

之後，李寧推行了包括清理庫存、合理

化銷售網絡等壹系列的改革措施，並計

提了大量的庫存壞賬，這直接導致公司

的凈利潤在2012-2014這3年時間裏出現

了連續虧損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因為庫存的堆積，李

寧的線下加盟商們不斷地采用降價、打

折等促銷方式來清理庫存，這直接導致

李寧的品牌形象受損，此後重塑品牌形

象壹直是李寧發力的重點方向。

2012年服裝行業的庫存危機會重現嗎？
不少業內人士擔憂，疫情影響之下

，服裝行業或將重現2012年以李寧為代

表的國產品牌所出現的行業庫存積壓的

情況。不過中新經緯綜合多家券商觀點

發現，盡管多數分析師仍認為疫情將給

服裝企業帶來庫存壓力，但整體來看，

此次庫存問題後續處理及恢復的時間將

較此前國產鞋服品牌庫存危機時更短。

光大證券紡織服裝行業分析師李婕指

出，雖然目前國內疫情防控初顯成效，但

國外疫情仍在加劇，因此對海外需求和紡

服出口維持謹慎的態度。同時，對宏觀經

濟增速的悲觀預期可能導致市場消費意願

收縮，尤其是可選品類的消費，因此短期

疫情對服裝零售的壓制作用仍將延續。

長城證券紡織服裝行業分析師黃淑

妍表示，預計隨著國內防控力度趨於緩

和，預期二季度品牌服裝消費將有壹定

起色。不過考慮大部分服裝上市公司都

采取允許第壹季度與第三季度產品換貨

，通過減少第三季度生產量的方式，減

輕經銷商及自身庫存壓力，預計報表上

的負面影響可持續到第三季度。

國盛證券則指出，疫情影響下，服

裝行業的終端流水下滑，客觀上確實存

在庫存壓力。但是，從對比的視角來看

，本次庫存問題形成的原因和企業零售

管理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當下的庫存

問題好於2008年-2012年的庫存危機。

在國盛證券看來，2008年-2012年運動

鞋服行業的庫存危機核心原因在於供給過

剩，門店擴張速度遠高於行業增長需求，

另壹方面零售管理能力弱，企業處理存貨

渠道尚未發展成熟導致清理庫存的時間過

長。而當下企業的庫存壓力主要是由疫情

的外部沖擊所帶來的，而且龍頭企業的管

理能力也比以往顯著提升，消化庫存的渠

道也更加多樣化，因此本次庫存問題後續

處理並恢復所用的時間或許將相對較短。

透過今年壹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成績單，可以看

到新動能正在成長。壹季度，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比上年同期增長5.9%，比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增速高24.9個百分點；網上會議、線上交易、

在線教育等促進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

增加值同比增長13.2%，拉動經濟增長0.6個百分點

。3月份，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8.9%，比1月份

至2月份大幅回升了20多個百分點。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壹些新的業態

、新的模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基於互

聯網的壹些新業態發揮線上優勢，為

社會和大眾提供了大量服務，展現出

巨大的發展潛力。”科技部高新技術

司司長秦勇表示。

新動能逆勢成長的背後是我國在諸多領域的持

續積累。近年來，我國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保持研發投入較快增長，加大基礎研究和核心技

術攻關，科技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進壹步增強。

持續優化的創新環境讓孕育新動能的土壤更加

肥沃。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科技改革力度，擴

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權，加大對創新創業

的支持力度，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助推各類

“雙創”平臺、技術服務和交易平臺走向專業化、

細分化。

眾多創新企業拿出看家本領，在積極抗疫的同

時，蓄積發展動能。中科創星創始合夥人、聯席首

席執行官米磊介紹，中科創星投資的多家企業用

“硬科技”產品支持戰“疫”，謀求創新發展，比

如投影式紅外血管成像儀解決了醫護人員在厚重裝

備下“紮針難”的問題；采用非接觸式成像測溫原

理快速自動完成人群的體溫監測等。

“在疫情挑戰下，在線辦公、在線教育等依靠

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發展的新經濟模式

快速增長。數字化與智慧化也將深入融入全社會和

全生產領域，智能制造行業會快步發展。”西南財

經大學教授、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湯繼強說。

疫情還倒逼壹些行業出現了跨領域的創新。國

家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心總經理原誠寅表示

：“從傳統觀念上看，健康產業的壹些技術與

汽車業是無關聯的。但受此次疫情影響，殺菌

消毒技術及大數據技術或將廣泛應用於汽車行業

。這些融合式、跨領域的創新將為中國汽車產品帶

來更強競爭力。”

盡管新動能展現出勃勃生機，其成長和壯大依

然面臨壹些難題。比如我國在前瞻性基礎研究和顛

覆性技術創新等方面依然需要加強，新技術新成果

轉化應用鏈條也存在壹些“堵點”等。各方需要加

大合力為新動能修建壹條路基更穩、路面更寬、運

行更通的“高速路”，讓更多新動能孕育而生。

新動能逆勢成長

2020年5月4日（星期一）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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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連休五天的“五一”小長假正在釋放

假日魅力。“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成了

民眾出行最熱切的期盼。縱觀廣東，山

海之間的吸氧休閒遊正在走俏，與此同

時，特色民宿也因具有較好的私密性，

訂單正回暖。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不少民

宿主理人獲悉，五一小長假民宿客源不

愁，但仍處疫情期間，價格較去年同期

仍大幅下降。而位於廣州長隆景區周邊

的民宿公寓得益於景區恢復開園，訂單

量也恢復至三成。城市民宿繼續推行

“疫情價”，最低117元（人民幣，下

同）享早餐，即可入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據途家民宿
最新預訂統計顯示，今年“五一”期間民宿的平均客
單價（即平均交易金額）為1,200元（人民幣，下
同），比去年同期上漲約60%。根據預訂訂單顯示，
入住率從4月30日晚起迎來爆發式增長，5月1日最高
峰，三天及以內的訂單佔比超過88%。

對於民宿平均客單價較去年同期上漲，途家相關負責
人表示，大家出行都首選大戶型、多居室房源，這部分房
源的均價雖然高，但居住人數更多，也更適合家庭親子、
朋友結伴出遊。受疫情影響，人們對於有更大居住空間、
更私密且能兼顧洗衣做飯需求的民宿更加嚮往。

北京自4月30日零時起調低防控響應等級。途家
預訂數據顯示，該消息發佈後兩小時，民宿搜索預訂

量較昨天同一時間段暴漲四倍。

部分價格小幅上升
高居大眾點評“北京市延慶區採摘／農家樂”榜

首的民宿伴月山舍自4月15日復工以來，在20日迎來
了預訂高峰。“五一期間的入住率達到100%，預訂時
間集中在4月29日至5月5日，”民宿創始人莫泰來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90%的入住者都是以家庭為
單位。”伴月山舍地處500年製陶歷史的盆窯村，土
陶製作等體驗類玩法成為吸引民宿住客的因素之一。
該民宿定位在中高端，往常的平日價格由兩居室的
2,000元至2,400元、到四居室4,000元左右不等，周末
價格較高。五一期間的價格小幅上升，在8%左右。

“從未覺得能在假
期擁有一個小院子，任
由自己深呼吸是如此幸

福的一件事情。”廣州番
禺區市民王婷婷感歎，她

對這個假期最大的期待就是能摘下口
罩，暢快遊玩。

陽光明媚中，脫下口罩成了出遊民
眾最想要做的事情。王婷婷在小長假的
前兩天選擇在家好好休息。2日下午待高
速路況暢通時才與丈夫出發，自駕前往
從化某民宿享受後續三天兩晚的假期。

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為目前
正在孕期，原本想去珠海東澳島住酒店
享受山海美景，但謹慎考慮後還是選擇
去從化體驗之前“收藏”了很久的心水
民宿，正是看中了民宿的私密性，同行
人員的信息都是比較清楚，讓她放心摘
下口罩，好好享受郊野的新鮮空氣。

在惠州民宿主理人羅湘看來，近期
接待的家庭客人一進入自家民宿的小院
子內，第一件事情就是脫下口罩和轉圈
圈來表達內心的愉悅。這樣的歡欣情
形，作為民宿主理人的她也感到了一絲
營業賺錢之外的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深呼吸成幸福
“可脫罩”成賣點
��

北京下調防級 訂房暴增

■住客在伴月山舍體驗製陶。 受訪者供圖

■野餐是住民宿的熱門活
動。 受訪者供圖

■■山谷之間的花園民宿山谷之間的花園民宿，，適合一起外適合一起外
出呼吸新鮮空氣出呼吸新鮮空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正正值值““五一五一””小長假小長假，，不少民眾的朋友圈又被精不少民眾的朋友圈又被精
美的旅遊照刷屏美的旅遊照刷屏。。照片中照片中，，在海邊或山谷之間在海邊或山谷之間

暢遊暢遊，，每個人的臉上似乎都寫滿了一種被新鮮空氣每個人的臉上似乎都寫滿了一種被新鮮空氣
懷抱的幸福感懷抱的幸福感。。

海邊花園民宿訂滿海邊花園民宿訂滿
據華南民宿預定平台據華南民宿預定平台““小居城市民宿小居城市民宿””顯示顯示，，

惠州雙月灣的海景民宿往年五一最低售價在惠州雙月灣的海景民宿往年五一最低售價在900900元左元左
右右，，今年今年599599元即可入住元即可入住，，還包精美早餐還包精美早餐。。而整個小而整個小
長假長假，，該區的海邊民宿已訂滿該區的海邊民宿已訂滿。。

廣州南沙區民眾王小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廣州南沙區民眾王小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前
幾天父母從湖南老家前來照顧小孩幾天父母從湖南老家前來照顧小孩，，五一前不時有消五一前不時有消
息提醒民眾出遊盡量不跨省息提醒民眾出遊盡量不跨省、、不跨境不跨境，，考慮到這些考慮到這些，，
臨近的惠州海邊就成了親子遊的最佳目的地臨近的惠州海邊就成了親子遊的最佳目的地。。

王小利透露王小利透露，，她她44月月2929日看民宿時日看民宿時，，位於惠州位於惠州
的小徑灣的小徑灣、、十里銀灘區域內的民宿價格十里銀灘區域內的民宿價格180180元到元到290290
元之間的選擇頗多元之間的選擇頗多，，然而到了五一前夕房間預定有然而到了五一前夕房間預定有
限且價格全部上漲到了限且價格全部上漲到了300300元以上元以上，，幾乎都有幾乎都有100100元元
到到200200元之間的漲價元之間的漲價。。王小利選擇延後到假期中後段王小利選擇延後到假期中後段

前往小徑灣海邊民宿遊玩前往小徑灣海邊民宿遊玩。。
另一邊另一邊，，清遠的溫泉花園民宿也受到廣州清遠的溫泉花園民宿也受到廣州、、深深

圳民眾的追捧圳民眾的追捧。。高端民宿紅塵碾主理人葉子透露高端民宿紅塵碾主理人葉子透露，，
往年五一小長假往年五一小長假，，整棟別墅的花園民宿都漲價整棟別墅的花園民宿都漲價，，今今
年因疫情仍未全面結束年因疫情仍未全面結束，，五一假期整棟別墅民宿仍五一假期整棟別墅民宿仍
維持平日價維持平日價，，約約11,,680680元至元至33,,880880元不等元不等。。該花園民該花園民
宿五一期間宿五一期間，，也成為親子遊也成為親子遊、、閨蜜遊的首選閨蜜遊的首選，，訂房訂房
需求不斷上漲需求不斷上漲。。

長隆周邊低於三折長隆周邊低於三折
而位於廣州長隆景區周邊的城市主題民宿而位於廣州長隆景區周邊的城市主題民宿，，一一

直依靠長隆客源直依靠長隆客源。。不少民宿主理人感嘆不少民宿主理人感嘆，，終於在五終於在五
一小長假之前迎來了景區開園的好消息一小長假之前迎來了景區開園的好消息，，民宿的訂民宿的訂
單諮詢量也開始恢復單諮詢量也開始恢復。。其中其中，，某連鎖公寓民宿在小某連鎖公寓民宿在小
長假期間仍然維持長假期間仍然維持““疫情價疫情價””————最低的複式公寓最低的複式公寓
僅為僅為117117元一晚元一晚，，且包早餐且包早餐。。而三張床的家庭房也僅而三張床的家庭房也僅
需需350350元左右元左右。。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依托景區開依托景區開
園園，，周邊民宿的預定量較往年同期已經恢復近三周邊民宿的預定量較往年同期已經恢復近三
成成，，但價格同比僅需三折不到但價格同比僅需三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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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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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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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5/4/2020 -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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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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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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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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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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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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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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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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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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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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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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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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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5月5日       Tuesday, May 5,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5月5日       Tuesday, May 5, 2020

原油波動原油波動﹐﹐專家解析專家解析﹕﹕最近是否為最近是否為「「進場好時機進場好時機」」﹖﹖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對於原油近來
價格波動﹐甚至出現跌破零元以下的情形﹐
許多民眾對於應該進場或退場懷有不確定
性﹐本台獨家邀請到金融投資財富管理顧
問許瑩瑩﹐向我們解析目前局勢﹒
美國金融市場投資大事件美國金融市場投資大事件
許瑩瑩先是點出叁月至今每股金融市場的
大事件﹐叁月中旬美國下令進入全國緊急
狀態﹐美股也齮驚人速度跳水﹐道瓊指數從
2月19日來到歷史高點﹐到3月23日下跌
了34%﹐跌破19000點﹒
正當恐慌心情達到最高點時﹐美股又在最
近一個月回溫了25%﹐四月底已經恢復到

叁月初的水平﹐且整體四月份
成為美股市場單月表現最好的
月份﹒
然而股市回暖﹐4 月 20 日 WTI
又史無前例出現負值的情況﹐
收盤價來到-37 美元﹐這樣的
震盪幅度使投資者都摸不清頭
緒﹒
原油期貨價跌原因解析原油期貨價跌原因解析
許瑩瑩表示﹐原油投資有特殊
性﹐隨著這陣子民眾不開車﹑不

坐飛機﹑運輸減少﹐原油供過於求﹐才會出
現近來油價都時非便宜的局面﹒
但她強調﹐「期貨」跌到負值和去加油站加
油並沒有關係﹒「期貨」本身的意義是﹕在未
來某個時間﹐用某個價格進行的買賣﹐因此
有到期與交貨的時間﹐通常購買的量十分
大﹐還有有保證金的運作制度﹐會導致倒貼
錢的問題﹐因此是一種高風險產品﹐不建議
一般投資者去碰﹐畢竟大部分的人沒有能
力交割﹐因為沒地方儲存這些原油﹒
而4月20日暴跌至負值的原因是﹐WTI五
月的交割日期4月21日將到期﹐美國原油

儲存空間將滿﹐因此大部分人都在拋售﹐沒
有人要買﹐才會出現跌到負值的慘況﹒
六 月 份 期 貨 市 場 預 估
許瑩瑩認為﹐雖然在疫情大環境之下﹐石油
受打擊很大﹐如果經濟不重啟﹑疫情不結束
﹐短期之內石油市場不會回到正常水平﹒
最近許多州都開始重啟經濟﹑出去購物﹑上
班﹐航班可能有增加情況﹐原油需求可能會
緩慢恢復﹐但不是太樂觀﹒
她指出歷經5月份的慘痛教訓後﹐6月份交
貨者應該會更謹慎處理﹐肯定會在離截止
日期還有大一段時間時﹐就進行換倉或賣
出的動作﹐因此應該不會出現如 5月般的
慘痛情形﹒
她再度提醒﹐對於一般投資者﹐期貨盡量不
要碰﹐畢竟它更需要專業度﹐風險也比股票
基金來得高﹒
石油業慘石油業慘﹐﹐股價跌到股價跌到1010年前年前﹐﹐是否應該逢是否應該逢
低買進低買進﹖﹖
除了期貨外﹐許瑩瑩也對目前原油股市進
行分析﹐目前整體市場下行的大環境下﹐她
不建議將本金投在「跟大盤走」的基金與
ETF裡面﹐因為無法確定每家公司的股票

表現﹐哪怕其中有些公司收益比較穩健﹐大
多數公司若是收益差﹐整體指數都是負的﹒
那究竟應該如何選擇股票入手﹖她表示整
體石油行業而言﹐不少公司價格都回到了
10 年前的股價﹐是個入場好機會﹐當疫情
逐漸平緩﹑或開發出能減緩疫情的疫苗後﹐
對石油﹑汽油的需求量肯定會逐漸上升﹐短
期波動仍然比較大﹐但長此以往﹐油價是可
能會回來的﹒
因此﹐她建議可以選好的﹑單支的石油公司
股票﹐特別是歷史悠久的﹑規模較大﹑能在
疫情下經得起考驗的公司﹐整體或許會有
不錯的收益﹒
她以自身經驗分享﹐3 月底時她的許多客
戶在市場低點時﹐進入了一些優質石油公
司股票的人﹐到了現在很多人的收益都有
50%到100%不等了﹒
她也建議不只是石油行業﹐其他行業也一
樣﹐在這陣子盡量不要去投大盤﹐而是有選
擇性﹑專業性的去挑選一些值得投資和長
期持有﹐並在疫情下表現比較穩健的公司﹒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當許多人正在
呼籲社交距離重要性﹐

德州奧斯丁湖一群遊客﹐不僅不遵守﹐甚至
將好心提醒的公園巡邏
官推下水﹐惡劣行徑被民
眾錄影放上網路﹒
奧斯丁湖（Lake Austin）一
名公園巡邏員﹐一直在試
圖驅散在公園裡非法吸
煙和飲酒的人群﹐當他和
一群遊客提醒﹐要遵守 6
呎社交距離時﹐不僅不被
領情﹐還被惡劣民眾推下
水﹒

警方指出﹐將巡邏員推入水中的這一名遊
客 是 25 歲 的 布 蘭 登·希 克 斯（Brandon
Hicks）﹒警方在聲明中寫道﹕「布蘭登的蓄
意而粗魯的舉動﹐可能會導致巡邏員在跌
倒時頭部撞到碼頭﹐使他在至少3英尺深
的水中失去知覺﹐甚至可能會被淹死﹒」
這段影片被傳到推特上﹐引起網民公憤﹒
民眾紛紛表示「這位工員巡邏員是我的一
位朋友﹐他是個很好的人﹒看到這個影片
讓人很傷心」﹑「噁心﹐這居然是我住的城市
﹖」﹑「看了好心痛」﹒

德州公園巡邏員德州公園巡邏員﹐﹐好心提醒社交距離好心提醒社交距離﹐﹐被惡劣民眾推下水被惡劣民眾推下水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
導導】】吉利德科學公司負責人吉利德科學公司負責人
周日周日（（55月月33日日））表示表示，，繼美繼美
國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國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
（（FDAFDA））批准將抗病毒藥物批准將抗病毒藥物
瑞德西韋瑞德西韋（（remdesivirremdesivir））緊急緊急
用于冠狀病毒治療後用于冠狀病毒治療後，，他預他預
計該藥將在未來幾天內交付計該藥將在未來幾天內交付
給給COVID-COVID-1919住院患者住院患者。。

吉利德公司首席執行官丹
尼爾·奧戴（Daniel O'Day）在
《面對國家》 “Face the Na-
tion”上說：“我們現在正堅
定地致力於將這種藥物提供給
美國全國最緊急的患者。”
“我們打算在下周初開始與政
府合作，將這種藥物提供給患
者，這將決定哪些城市最脆弱
，以及哪些患者需要這種藥物
。”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局
長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
）週五宣布，由吉利德（Gile-

ad）生產的瑞德西韋已獲得緊
急使用授權，用於在醫院治療
COVID-19患者。

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領導的一項最新完成的研究發
現，瑞德西韋將某些冠狀病毒
患者的康複時間縮短了四天。
根據患者的不同，可以通過五
天或十天的療程進行靜脈內給
藥。奧戴說，吉利德的科學家
正在努力確定藥物是否還有其
他途徑可以被輸送。

奧戴說，吉利德已經捐贈
了全部瑞德西韋的供應，根據
治療時間的長短，大約 150 萬
瓶，或10萬至20萬療程。

他說：“我們之所以這樣
做，是因為我們承認並認識到
人類的災難，人類的需要，並
希望確保沒有任何障礙可以影
響到患者。”

奧戴說，聯邦政府現在將

使用ICU病床和美國的流行病
程等標準來確定將藥物寄往何
處。

他說：“他們將在本周初
開始運送數萬個療程，並隨著
流行病在美國不同城市不同地
區的變化和發展進行調整。”

根據奧戴的說法，瑞德西
韋不僅可用於美國的 COV-
ID-19 患者，而且一旦他們做
出監管決定，還將被出口到其
他國家。他說，吉利德公司預
計到2020年下半年將提供更多
的瑞德西韋，以“滿足災難和
人類的需要”。

奧戴說：“我們一直在與
美國政府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政
府緊密合作。” “就分配問題
而言，我認為我們與美國政府
保持一致，既可以為美國境內
的患者提供服務，也可以為世
界其他國家提供服務。”

吉利德公司首席執行官表示瑞德西韋吉利德公司首席執行官表示瑞德西韋
可在數天內贈予患者可在數天內贈予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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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雖然上周美股最雖然上周美股最
終收跌終收跌，，但但44月份標普月份標普500500指數的表現是指數的表現是19871987年以來最好的月份年以來最好的月份
。。隨著新增新冠病毒案例的減少隨著新增新冠病毒案例的減少，，和全球各國救市方案的落地和全球各國救市方案的落地，，
市場信心比三月有所上漲市場信心比三月有所上漲，，震盪幅度也比三月降低震盪幅度也比三月降低，，但短期內仍但短期內仍
將持續高震盪水平將持續高震盪水平。。包括第一季度包括第一季度GDPGDP在內的經濟基本面數據在內的經濟基本面數據

整體下跌整體下跌。。上周美聯儲會議宣布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上周美聯儲會議宣布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且這一政策會延續至經濟好轉且這一政策會延續至經濟好轉。。隨著各州經濟逐步重隨著各州經濟逐步重
啟啟，，市場整體走勢將呈現波動性上漲趨勢市場整體走勢將呈現波動性上漲趨勢。。截止上週截止上週
五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372423724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22%%，，年年
跌幅跌幅 1616..99%%），），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28312831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22%%，，年跌幅年跌幅1212..44%%），），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86058605點點（（週跌週跌
幅幅00..33%%，，年跌幅年跌幅44..1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四月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範圍內經濟大規模人為

暫停、商業和社交活動整體關閉的月份。不過四月份金
融市場漲勢喜人，標普500指數上漲了12.9%，是自1987
年以來的最高單月增幅，也從3月23日的最低點回漲了
27%。

上周占全球GDP一半的美國、歐洲、日本的中央銀行舉行會議
，一致表示要從中央政府層面用激進手段阻止經濟惡化。日本中央
銀行、歐洲中央銀行，和美聯儲都宣布會無限制購買國債和企業證
券，以提高市場流動性，並鼓勵商業銀行給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發放
低息貸款。以歐洲中央銀行為例，推出負1%利率，也就是說政府倒
貼錢給商業銀行讓其放貸推動經濟。上週出爐的最新經濟數據表明

，美國一季度經濟收縮4.8%，是自2008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商業投
資活動下跌8.6%，全民消費下降7.6%，醫療健康領域由於非緊急醫
療工作全面暫停（如非緊急手術、牙科眼科服務等）也下跌了18%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CBO)的估計，二季度美國GDP預計縮水
40%。目前已有3千萬人申請失業保險，CBO預計第二季度會有高
達14%的失業率。由此可見，4月的市場增長並不是基於經濟基本面
，而是更多的反應了在疫情嚴重性有所降低、政府落實史無前例刺
激經濟舉措的大環境下，投資人對未來經濟重啟和最終回歸正常生
產生活的信心和樂觀情緒。

5月是人類在和病毒這個敵人較量取得初步成果後，全球經濟重
啟的歷史時刻。由於一季度後半期新冠病毒才開始全球蔓延，二季
度的經濟數據將更加真實體現全球瘟疫對經濟的打擊。預計在下半
年經濟增長才會逐漸恢復。目前絕大多數公司已降低甚至完全取消
了今年的盈利預期。重啟的速度取決於很多方面，包括健康層面、
經濟層面、民眾心理層面。第二季度的經濟基本面數據預計會比較
糟糕，那麼這時就需要保持長期投資的心理，不要被某一時的市場
波動和新聞事件導致做出情緒化投資決定。投資是需要耐心的過程
，就像培養一個孩子，創辦一個企業。歷史上的熊市從來都是短暫
的。漫漫冬日終有結束的一天，而當結束之日就是萬物蓬勃生長之
時。

大休斯敦地區最新疫情報告大休斯敦地區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六上午截止到週六上午,, 大休斯敦地大休斯敦地
區病毒感染人數區病毒感染人數 1094810948人人,, 260260人死亡人死亡,, 37113711 人人
痊癒痊癒..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3154831548 人人，，867867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州長艾伯特上週五施行第一階段商業德州州長艾伯特上週五施行第一階段商業

重啓計劃之後重啓計劃之後，，哈瑞斯縣縣長琳娜哈瑞斯縣縣長琳娜··伊達爾戈伊達爾戈
Lina HidalgoLina Hidalgo 今天向民眾提出今天向民眾提出，，一旦發現有違一旦發現有違
反州長令的商家反州長令的商家，，民眾可以在網上舉報民眾可以在網上舉報。。同時同時
，，她又重新簽署了居家令和安全工作的新規定她又重新簽署了居家令和安全工作的新規定
。。

由於商業重啓後由於商業重啓後，，一些商家忽視了一些具一些商家忽視了一些具
體要求體要求，，飯店滿員飯店滿員，，公共場所沒有社交空間和公共場所沒有社交空間和
距離距離，，因此將會導致病毒二次增長隱患因此將會導致病毒二次增長隱患，，根據根據
要求要求，，舉報的內容包括商業地點舉報的內容包括商業地點，，名稱名稱，，情況情況
等具體細節等具體細節。。

為為了慶祝反法西斯歐洲戰場勝利了慶祝反法西斯歐洲戰場勝利7575週年週年，，
同時在疫情期間提振人氣同時在疫情期間提振人氣，，德州孤州之星飛機德州孤州之星飛機
博物館博物館 Lone Star Flight MuseumLone Star Flight Museum 舉辦飛機飛越舉辦飛機飛越
城市上空表演城市上空表演，，飛行路線途經休斯頓飛行路線途經休斯頓1818個社區個社區
上空上空，，居民可以在自家後院就可以看到居民可以在自家後院就可以看到3030架精架精
彩的飛行編隊彩的飛行編隊。。時間為時間為55月月88日日，，上午上午1111::4545從從
艾靈頓機場艾靈頓機場Ellington AirportEllington Airport 出發出發，，下午一點結下午一點結

束束。。
舉辦方不希望有民眾前往機場觀看舉辦方不希望有民眾前往機場觀看，，也請也請

大家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大家繼續保持社交距離。。該博物館的該博物館的FacebookFacebook
和和InstagramInstagram也同步播方實況也同步播方實況。。

德州四月份的銷售稅收一共為德州四月份的銷售稅收一共為2525..88億美元億美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 99%%，，這也是自這也是自
20102010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年以來的最大跌幅。。德州計財長表示德州計財長表示，，病病
毒導致的商業停滯以及居家令的實施毒導致的商業停滯以及居家令的實施，，再加上再加上
能源行業遭遇的重創是德州銷售稅嚴重下滑的能源行業遭遇的重創是德州銷售稅嚴重下滑的
主要原因主要原因。。

德州目前有德州目前有88008800個供出租的房屋個供出租的房屋，，可以在可以在
網上查詢網上查詢，，疫情期間疫情期間，，政府紓困政策下政府紓困政策下，，是否是否
符合租客驅逐保護以及避免因遲交房屋費用而符合租客驅逐保護以及避免因遲交房屋費用而
導致的罰款導致的罰款，，可以上網查詢可以上網查詢。。
https://nlihc.org/federal-moratoriumshttps://nlihc.org/federal-moratoriums

由於病毒導致的全美各個藝術博物館關閉由於病毒導致的全美各個藝術博物館關閉
，，許多博物館陷入財政困境許多博物館陷入財政困境，，不得不考慮出售不得不考慮出售
一些藝術作品一些藝術作品，，休斯頓藝術博物館的負責人則休斯頓藝術博物館的負責人則
表示表示，，缺少了門票和其他收入缺少了門票和其他收入，，該館每週損失該館每週損失
4040萬美元萬美元，，目前博物館目前博物館640640名員工縮減開支名員工縮減開支，，
但尚沒有銷售藝術作品的打算但尚沒有銷售藝術作品的打算。。

青海高原訓練基地競走測試賽青海高原訓練基地競走測試賽：：切陽什姐到場助陣切陽什姐到場助陣

英國鐵人三項運動員居家訓練英國鐵人三項運動員居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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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媽媽樂抽油煙機公
司日前表示：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染疫
率直線上升，美國這兩週正處於關鍵性時期
，提醒在這段危險高發期，儘量減少外出，
在家用餐，遠離傳染源又可保持健康。健康

在家做飯時，一把好的炒鍋很重要的，
媽媽樂的富士健康炒鍋採用日本專利合金材
料以古法鑄造而成，不含鐵氟龍塗層，聚熱
性強，小火可達到大火效果，硬度高可用鐵

鏟，經久耐用。冷熱油都不沾鍋，重量比不
鏽鋼五層鍋輕70%，炒起菜來得心應手，基
於健康的理念，為媽媽們精心設計的。

據美國一項大規模研究發現，常用於不
沾鍋、食物防油紙的化學物質全氟化碳（鐵
氟龍Teflon），恐緻女性提早進入更年期；醫
學專家表示，全氟化碳對女性荷爾蒙的影響
，導緻更年期提早報到，建議家中不沾鍋有
嚴重刮痕時最好換新，不要使用。

好鍋搭配好抽油煙機，才可以確保油煙
徹底被抽除，確保媽媽的健康，媽媽樂抽油
煙機公司總裁Robert強調，其實選購一台好
的抽油煙機對健康至關重要，尤其是家庭主
婦，油煙中的危害物質對健康構成了極大的
傷害，短期未必有感覺，但是積少成多，一
旦健康出現紅燈，為時已晚。

媽媽樂抽油煙機公司的 「皇家系列」 被
譽為抽油煙機的 「王者」 ，豪華型敞開式設
計，渾然一體的純不繡鋼打造，高精度手工
藝製造，領先的無邊縫處理技術，輕觸式感
應開關，大屏幕液晶顯示，抽油煙機配合多
個LED燈，滿足了家庭主婦們在烹飪是對色香
味的挑剔。

現在，抽油煙機已成為家家戶戶的廚房
必備，但是，仍然有許多業者，把隻適用於

亞洲二眼爐頭抽吸方式的抽油煙機，直接在
美國銷售，安裝到美國四眼爐頭上，導緻油
煙抽吸不完整，嚴重污染廚房，長期以來給
家庭主婦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

媽媽樂抽油煙機專為美國家庭的 「四眼
爐頭」 設計，已申請專利的斜風箱，符合流
體動力學的原理設計，由薄往厚送風無阻力
，排風量大，吸力比他牌強1/3，聲音卻隻有
他牌的1/2。

「媽媽樂」 抽油煙機一直專注於廚房的
高端領域、堅持製作質量最好、服務最優秀
的抽油煙機，品牌知名度、忠誠度、銷售業
績等多項指標均穩居業界榜首，市場佔有率
超過80%。

媽 媽 樂 公 司 全 美 免 費 電 話
1-800-635-7888， 626-309-9989， 地 址
8609 Valley Blvd.,Rosemead，網上有媽媽樂
產品的影片示範www.PacAirUsa.com。

新冠肺炎疫情高發期新冠肺炎疫情高發期
媽媽樂抽油煙機建議儘量在家用餐媽媽樂抽油煙機建議儘量在家用餐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僑教中心舉行美南地區僑務座談僑教中心舉行美南地區僑務座談((下下))

中華公所鄭雅文青年代表中華公所鄭雅文青年代表，，希望能有希望能有
中英雙語會議議題中英雙語會議議題

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吳展瑩會長提供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吳展瑩會長提供
海外僑民建言海外僑民建言

賴江椿認同台美第二代年青人走出新格局賴江椿認同台美第二代年青人走出新格局 楊明耕鼓勵台灣政府能推廣與美國政府多交流楊明耕鼓勵台灣政府能推廣與美國政府多交流

李席舟分享近日與副總統當選人賴清李席舟分享近日與副總統當選人賴清
德聯袂參加美國白宮祈禱早餐會德聯袂參加美國白宮祈禱早餐會

吳新興委員長感謝宋明麗僑務諮詢委員努力協吳新興委員長感謝宋明麗僑務諮詢委員努力協
助推動助推動WHAWHA謝函謝函

葉宏志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職葉宏志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職
人員聘書人員聘書

駱健明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駱健明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
職人員聘書職人員聘書

僑務榮譽職人員黃美倫僑務榮譽職人員黃美倫,,羅唯嘉羅唯嘉,,劉志劉志
忠忠、、鄭昭鄭昭、、駱健明駱健明、、葉宏志與現任葉宏志與現任
僑務委員和處長及中心主任合影僑務委員和處長及中心主任合影

駱健明建言深化台美關係穩定發展駱健明建言深化台美關係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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