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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水上公園暫時關閉東京水上公園暫時關閉 海獅和飼養員海獅和飼養員““漫步漫步””海洋館海洋館

日本品川水上公園因受到新冠肺日本品川水上公園因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暫時關閉炎疫情影響暫時關閉。。關閉期間關閉期間，，海海
獅和飼養員壹起獅和飼養員壹起““漫步漫步””海洋館海洋館，，這這
也是品川水上公園在疫情期間的特殊也是品川水上公園在疫情期間的特殊
表演項目表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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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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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制造業PMI為50.8%
專家：全面復工復產到關鍵時期

4月份，制造業PMI為50.8%，比

上月回落1.2個百分點，表明制造業生

產經營狀況雖較上月繼續改善，但擴

張力度有所減弱。專家認為，全面復

工復產已到攻關時期，如何在疫情防

控常態化背景下，徹底打通堵點、斷

點、難點，使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經營，使經濟進入

持續回升向好通道，是當前面對的最

緊迫、最重要任務——

4月30日，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

中心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了中

國采購經理指數。4月份，制造業采購

經理指數和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均位

於榮枯線以上，其中制造業 PMI 為

50.8%，比上月回落1.2個百分點；非制

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3.2%，比上月上

升0.9個百分點。綜合PMI產出指數為

53.4%，比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形勢進

壹步鞏固，我國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

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生產經營活動繼續改善

。專家表示，全面復工復產已到關鍵時期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應著力加快

打通堵點、斷點、難點，加快落實擴大內

需戰略的各項舉措，釋放超大規模國內市

場的需求潛力，帶動企業銷售持續回暖和

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制造業生產逐漸轉向常態
4月份，制造業PMI為50.8%，比上月

回落1.2個百分點，表明制造業生產經營狀況

較上月繼續改善，但擴張力度有所減弱。

“制造業PMI雖較上月下降，但連續

兩個月運行在榮枯線上，表明經濟保持恢復

勢頭。”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專家文韜說。

從13個分項指數來看，同上月相

比，產成品庫存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

間指數上升，指數升幅分別為0.2個和

1.9個百分點；其余指標降幅在0.4個

至12.9個百分點。在調查的21個行業

中，食品及酒飲料精制茶、汽車制造

等9個行業PMI指數高於上月，紡織

、化學原料制品、造紙印刷等12個行

業 PMI指數低於上月。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

師趙慶河分析說，4月份，隨著復工復產持

續推進，制造業生產活動繼續保持復蘇勢

頭，生產指數為53.7%，低於上月0.4個百

分點。從勞動力需求看，從業人員指數為

50.2%，企業用工量連續兩個月增加。

截至4月25日，全國采購經理調查

企業中，大中型企業復工率為98.5%，較

3月調查結果上升1.9個百分點，其中制

造業為99.7%，上升1.0個百分點。其中

，77.3%的企業復產率達到正常水平的八

成以上，高於上月9.4個百分點。

當前，需求恢復弱於生產。4月份，

制造業新訂單指數為50.2%，比上月回落

1.8個百分點，低於生產指數。在調查的

21個行業中，紡織、紡織服裝服飾、化學

原料制品等15個行業新訂單指數低於生

產指數，行業需求復蘇滯後於生產。

“從調查結果看，反映訂單不足

的企業占比高達57.7%，部分企業反映

市場需求疲軟，產品銷售面臨困難，

訂單回補尚需時日。”趙慶河還指出

，當前，國外疫情加速擴散，全球經

濟活動劇烈收縮，進出口市場不確定

性增加，外貿面臨較大挑戰。部分制

造業企業反映新簽訂的出口訂單銳減

，甚至已開工生產的訂單被取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

群表示，4月份PMI指數較3月份小幅

下降，但仍處榮枯線上，表明經濟仍

處恢復態勢。隨著疫情防控形勢好轉

，生產活動逐漸轉向常態，PMI指數

變動也將趨於平穩。

非制造業持續加快恢復
4月份，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3.2%，高於上月0.9個百分點，其中

建築業和服務業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中國非制造業PMI各單項指數

中，新訂單指數、在手訂單指數、存

貨指數、從業人員指數、供應商配送

時間指數、業務活動預期指數較上月

上升，上升幅度在0.4個至4.6個百分

點；新出口訂單指數、投入品價格指

數、銷售價格指數較上月下降，下降

幅度在0.4個至3.1個百分點。

從建築業看，4月份，建築業商務活

動指數為59.7%，較上月上升4.6個百分點

，其中土木工程建築業高於總體。從勞動

力需求和市場預期看，建築業從業人員指

數和業務活動預期指數分別為57.1%和

65.4%，比上月上升4.0個和5.5個百分點

，在復蘇傳統基建、加快新基建等政策推

動下，建築業復工復產明顯加快。

從服務業看，4月份，服務業商務

活動指數為52.1%，比上月上升0.3個

百分點。在調查的21個行業中，有14

個行業商務活動指數高於50.0%。

“在促進企業復工復產、復商復市

，擴大居民消費、增加公共消費等政策

推動下，服務業多數行業業務活動穩步

恢復。”趙慶河表示，雖然服務業商務

活動指數連續兩個月回升，但部分行業

復工復產仍然比較滯後。住宿、文化體

育娛樂、居民服務等行業受疫情影響較

大，商務活動指數連續3個月位於45.0%

以下，相關企業生產經營比較困難。

“4月份，商務活動和新訂單指數均

連續上升，非制造業持續加快恢復。”中

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認為，當

前，基本民生消費和基建投資共同驅動經

濟平穩運行。總體來看，二季度非制造業

呈現加快恢復運營的勢頭，預示著經濟運

行基本趨勢在向好發展。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專家武威也指出

，從4月份數據看，在國內疫情得到基

本控制的情況下，居民日常消費活動迅

速恢復，企業復工復產的加快推進也帶

來了相關消費的加快回升。基本民生消

費加快恢復，內需穩增長的戰略基點作

用有所顯現。此外，隨著投資快進鍵的

開啟，有利於經濟平穩運行。

加快落實擴內需各項舉措
4 月份，綜合 PMI 產出指數為

53.4%，比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我

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繼續恢復。構成

綜合PMI產出指數的制造業生產指數

和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分別為53.7%

和53.2%，環比壹降壹升。

從預期看，4月份，制造業生產經

營活動預期指數為54%，較上月小幅

下降0.4個百分點，波動幅度較小，且

指數已接近去年平均水平，表明市場

預期相對穩定。

“4月份PMI指數變化還表明，全

面復工復產已到關鍵時期。如何在疫

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徹底打通堵點

、斷點、難點，使企業特別是中小微

企業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經營，使經濟

進入持續回升向好通道，是當前面對

的最緊迫、最重要任務。”張立群表

示，必須加快落實擴大內需戰略的各

項舉措，盡快釋放超大規模國內市場

的需求潛力，帶動企業銷售持續回暖

、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文韜表示，當前經濟運行在3月

份明顯恢復的基礎上，4月份保持回升

勢頭，市場預期基本穩定。不過，外

部壓力明顯加大，市場價格下行，應

予以重點關註。建議繼續深入落實

“六穩”“六保”工作，繼續積極擴

大國內需求，多措並舉緩解外部壓力

，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

“總體來看，二季度伊始，非制造

業呈現加快恢復運營的勢頭，預示著經

濟運行基本趨勢在向好發展。”武威表

示，當前，市場需求基礎仍需鞏固，小

企業恢復常態運營也尚待時日。因此，

在未來經濟運行過程中，應繼續立足擴

大內需，穩定市場需求的內源性增長，

同時切實保證小企業相關扶持政策落

實到位，力保其經營平穩。

綜合報導 在原油減產、美

國原油庫存增長低於預期和美國

政府可能救助石油企業等多重因

素刺激下，國際原油期貨價格4

月30日繼續大漲。

截至當天收盤，紐約商品

交易所 6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

貨價格上漲 3.78 美元，收於每

桶18.84美元，漲幅為25.10%；

同日，6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

原油期貨價格上漲 2.73 美元，

收於每桶 25.27 美元，漲幅為

12.11%。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

克）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

國 4月中旬達成的歷史性減產

協議從 5 月 1 日開始正式執行

。根據協議，各方將在為期兩

個月的首輪減產期日均減產

970萬桶。

此外，美國石油巨頭康菲公

司4月30日表示，將從5月開始

將日均產量減少約26萬桶，6月

進壹步擴大減產規模。

此前，挪威石油與能源部

宣布了 6月和下半年原油減產

計劃，這是近年來挪威作為歐

洲重要產油國首次參與國際協

同減產行動。

分析人士認為，歐佩克與

非歐佩克產油國達成的減產協

議正式實施，以及更多產油國

加入減產行動，對市場起到提

振作用。

庫存方面，美國能源信息局

4月29日晚公布的數據顯示，上

周美國商業原油庫存環比增加約

900萬桶，顯著低於前壹周1502

萬桶的增幅，也低於市場預期的

1170萬桶。

有分析認為，在部分國

家陸續重啟經濟背景下，如

果今後幾周美國商業原油庫存環比增幅

繼續縮小，石油市場最糟糕的階段或許

已過去。

但奧地利JBC能源公司表示，原油市場

所受沖擊尚未結束。由於庫存仍處在高位，

煉油廠在利潤率方面承受巨大壓力，5月原

油需求可能不會出現明顯增長。

據彭博社報道，美國政府正在醞釀對

油氣行業進行救助，可能在近日宣布有條

件對石油行業提供貸款。另據報道，美國

政府也考慮通過美聯儲向石油公司提供信

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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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週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
人數 11142 人, 271 人死
亡, 3820 人痊癒.德州感
染人數32332人，884人
死亡。全美感染人數1,
215,862 ， 70,147 死亡
。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
聞：

為了向工作在一線
的醫護表達敬意，全美

各地紛紛舉行飛行表演
，本週三，飛行團隊藍
色天使將飛越達拉斯福
特沃斯，休斯頓以及新
奧爾良城市上空。

休斯頓週三將從上
午 8：30 開始，途徑途
徑市中心，醫療中心，
糖城，凱迪，具體線路
可以查看當天線路圖。

5 月 8 日，休斯頓
還即將迎來另一個飛行

表演，以紀念二戰歐洲
戰場的勝利。

由於病毒導致的肉
類加工廠的工人受到感
染，一些批發零售商包
括 Kroger, Costco 已 經
宣布，開始限制消費者
購 買 肉 類 的 數 量 ，
Costco 已經對牛肉，豬
肉和家禽肉類三種進行
限量供應，以保證更多
的客戶能夠購買。

大休斯敦地區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失業救濟金算是收入 也要付稅

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授權緊急
使用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治療新
冠肺炎患者後，吉利德科學（Gilead Sciences）
執行長歐戴（Daniel O`Day）表示，他預期瑞德
西韋可望在接下來數日內分發給住院治療的新
冠肺炎患者使用。

瑞士藥廠羅氏（Roche）也宣布，FDA已緊
急批准該公司一種號稱准確度近乎完美的新冠
病毒抗體檢測；

歐戴3日說：'我們現正專心致力讓全美各
地最迫切需要的病患使用此藥；我們希望在下
週前半就能讓患者使用此藥，並開始與政府合
作，而政府將判定哪些城市疫情最嚴重，以及
需要使用此藥的患者所在。 ’

近期一項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領導的
研究發現，瑞德西韋可望幫助部分新冠肺炎患
者將復原時間縮短四天。

FDA局長哈恩（Stephen Hahn）1日宣布，

瑞德西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可用來治療
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歐戴說，該公司已捐贈所有庫存約150
萬劑瑞德西韋，相當於10萬到20萬次療
程，取決於療程時間長度。

聯邦政府現在將根據加護病房床位及全美
各地疫情發展等標準，決定分發此藥的目的地
。

歐戴也說，除了美國新冠肺炎患者外，此
藥也將輸出到已進行管制相關決策的其他國家
；該公司預期將在今年下半年生產更多劑量的
瑞德西韋'以服務受苦病患以及各地有需要的人
們。 ’

羅氏大藥廠說，經證實，這項能夠判定民
眾是否曾經感染新冠病毒的抗體檢測，判定血
液中存在抗體的準確度達100%，而判定血液中
無抗體的準確度也有99.8%。

該公司說，這項檢測需要從靜脈抽血，比
指尖採血更準確。

該公司診斷主管史聶克（Thomas Schineck-
er）說：‘檢測明確性必須真的非常高；就算只
有0.1%或0.2%的差異也有重大影響。 ’

史聶克說，該檢測是判定民眾是否已免疫
的重要步驟，但也坦承仍需更多研究才能斷定
抗體能否幫助民眾預防二次感染。

150萬劑瑞德西韋 數日內送抵美醫院

數百萬名美國人在近幾週申請失業救濟金，不
過這筆失業福利仍須納稅。美聯社數百萬名美國人
在近幾週申請失業救濟金，不過這筆失業福利仍須
納稅。數百萬名美國人在近幾週申請失業救濟金，
不過這筆失業福利仍須納稅。

為低薪工人謀求福利的‘全國就業法計劃’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政策分析師米
歇爾艾佛摩爾（Michele Evermore）表示：‘失業
金就像收入一樣會被課稅。 ’

專家指出，聯邦與州政府會對失業金徵稅，就

像對薪水支票課稅一樣，
不過有些州不課所得稅，
所以這些州的居民也不用
繳失業金的州稅。

但與薪水支票不同的是，失業福利不用付社會
安全稅與聯邦醫療保險稅，而雇主會從薪資預扣這
兩種稅。

艾佛摩爾表示，失業勞工明年將收到1099-G
表格，以反映他們獲得失業福利的收入；這就像納
稅人會收到州政府的退稅一樣。

密西根州 W.E。艾普強就業研究所（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研究主
任蘇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指出，失業民
眾的所得稅率通常會下降，因為他們領取失業福利

那年的收入，一般會降低。
根據眾院歲計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引述疫情前的全國平均，失業福利金
約取代先前40%的薪資。

豪斯曼表示，不過最近紓困方案提供更多失業
福利，這表示部分勞工的稅率可能不會變動。由於
這筆失業金，一般勞工每周可望收到978元淨失業
福利金。豪斯曼指出，部分勞工的稅率甚至可能上
升，尤其是低中階收入的勞工；不過這取決於多項
因素，例如居住州、失業金領取時間，以及國會是
否將每週600元補助延長到7月以後。

有些州發放失業福利時會自動預扣稅金，豪斯
曼建議，若有此選擇最好這麼做，不然明年要繳一
大筆稅金恐會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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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人民網

報道，重啟夜宵城、開放景點夜遊、推出

減肥晚課……這個加長版“五一”假期，

隨着氣溫升高和夜間消費政策的開展，很

多地方點亮夜間經濟。夜間經濟其實是城

市經濟活躍度的體現，在“夜經濟”的促

動下，各地的夜晚正迅速煥發生機。

夜宵夜遊夜健身市場回暖
五一假期多地點亮夜間經濟

在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因疫情停業3個月的咸
亨新天地夜宵城在“五一”期間重新開業。連

日來，前往“夜食”的市民遊客絡繹不絕。

推出優惠措施吸客
遊客晏先生剛到紹興就被當地朋友帶到夜宵城

吃宵夜，“我是第一次吃紹興美食，臭豆腐給我的
印象比較深刻，很好吃。”市民樓女士則看中了小
龍蝦的“優惠禮包”，“很久沒吃小龍蝦了，今天
和愛人一起來吃小龍蝦，剛好也有優惠活動。”

咸亨酒店總經理林瓊介紹，該酒店拿出低優
惠、折上折、滿就送等多項優惠措施，希望為此加
快恢復夜宵經濟。據悉，目前越城區4家夜宵城均
已恢復營業。
點亮夜間經濟，不只是夜宵。燈光秀、夜市、

夜遊等也成為夜間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坐在勻速向前的遊船上，底下是泛起漣漪的湖

水，眼前是別樣的嘉興夜景……暫停幾個月的“夜
生活”後，嘉興南湖景區於“五一”小長假前夕重
啟夜遊環城河項目。為防控疫情，登船的遊客需出
示健康碼、體溫檢測、佩戴好口罩方可登船，每位
遊客還需實名預約購票。

據了解，該夜遊活動恢復運營以來，每天的船
票處於搶購狀態。雖然相比以前增開兩艘船，但許
多遊客仍反映一票難求。就此，南湖景區將於5月5
日10時開搶1,000份滿100減 30元人民幣的優惠
券。
這幾日，錢塘江上的“錢印”號遊船，遊客量

顯著增長。江風吹散白天的熱氣，遊船露天甲板便

是錢江新城燈光秀的最佳觀賞點。據悉，該遊船每
天有3個固定班次，其中19時和20時20分為夜遊時
段，浙江省內遊客可享受門票半價優惠。

天熱帶動夜間消費
除了吃喝玩樂，“五一”期間部分選擇宅家或

周邊遊的民眾，還選擇“夜減肥”，為夏天做準
備。
“今年‘五一’，我們一家人都沒有外出旅

遊，而是選擇白天周邊逛逛，晚上瑜伽館健身。”
家住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城的鄭美說，今年夏天來
得太快，“四月不減肥，五月徒傷悲”的感受也很
明顯，所以“五一”前就報了當地一家瑜伽館的減
肥瘦身班。
“恢復線下瑜伽課程後，我們盡量錯開時間、

減少人員聚集上課。”這家瑜伽館負責人羅彩芽
說，了解到“五一”小長假氣溫較高，該館特推出
減肥瘦身班，既為了帶動縣城夜間消費，更為了讓
愛美的女孩找到正確的減肥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五一”小長假接近尾聲，廣東不少高速公路
重現汽車長龍現象。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交通
大數據動態圖獲悉，4日下午2時左右，珠三
角外環區域部分高速出現擁堵，部分路段擁堵
距離接近10公里。據交管部門預計，5日車流
量將進一步增大，擁堵路段將進一步增多。
今年“五一”假期重新恢復到5天，旅客

出行意願高。不少景區已經開始有限度開放，
但跨省出行比例並不高，以省內出行為主的中
短途遊成為首選。由於疫情警報仍未完全解
除，部分防控措施仍在生效中，自駕出行的旅
客佔比較高。返程時，高速公路車流量明顯高
於清明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實時交通地圖得知，

從4日下午開始，珠三角外環區域陸續開始出
現擁堵現象。下午2時，香港文匯報記者看
到，長深高速（長春-深圳）河源至惠州段，出
現5公里的汽車長龍，大部分路段呈現“深紅
色”，顯示嚴重擁堵。至18時，擁堵距離進一
步延長，達到近10公里。

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擁堵現象明顯加
劇。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獲悉，當日傍晚時
分，珠三角出現5公里以上的擁堵路段接近10
個，其中，往廣州、深圳方向的擁堵路段最
多、最長。南沙大橋、虎門大橋均出現了5公
里左右的汽車長龍。
梁先生下午2時從韶關出發返穗，至下午6

時仍未趕到廣州城區。“廣州、深圳周邊高速
公路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汽車排長龍的現
象，有點久違的感覺。”梁先生說，這說明疫
情受控，人們的出行意願提升。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不僅是私家車出行，廣東各大公路
客運公司也紛紛恢復班線，粵運交通所屬各客
運站，已基本恢復正常運營，旅客可預訂30天
內的車票，且部分地區車票有折扣。

粵迎返程高峰
高速重現車龍

■重啟夜宵城、開放景點夜遊……加長版“五一”小長假下，多地點亮節假日夜間經濟。圖為5月3
日晚，民眾在天津夜間經濟街區排隊購買小吃。 中新社

■■因疫情停業因疫情停業33個月的浙江紹興咸亨新天地夜個月的浙江紹興咸亨新天地夜
宵城在宵城在““五一五一””期間重新開業期間重新開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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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五四發文：
心懷夢想 腳踏實地

■■去年去年1111月月，，徐徐

燦第二次衛冕金
燦第二次衛冕金

腰帶腰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徐燦在昆明備戰統一徐燦在昆明備戰統一
戰戰。。 新華社新華社

■■ 徐燦跳繩一個小時徐燦跳繩一個小時，，
保持良好狀態保持良好狀態。。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5月4日是“五
四青年節”，中國女排隊長朱婷通過社交平台發
文，鼓勵青年心懷夢想，腳踏實地！

她寫道：“郎導常常鼓勵我們：每天進步一
點點，每個人都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我們的球隊
才能更強！”
不過，她也坦言有時候會感到疲勞和乏味，

“看不見成果也看不到盡頭。但是現階段我們能做
的，就是穩住心，專注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一
板一眼把它做好。”
她回憶說：“我的成長經歷告訴我，通向成

功的路沒有捷徑，有時候甚至需要有一點‘傻’：
不打折扣地按教練的要求去做，雖然每個人的天賦
有差異，但是對於所有人來說，從量變到質變都需
要積累。
“我還記得我第一天進體校排球隊，和我一

起被選上的小夥伴都摸過排球，我的起點最低。教
練讓我們墊球，我最不像樣兒，別說教練看不下
去，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一周之後，別的小夥伴能連續墊100個球，
我也能做到了。教練表揚我上手快，其實我覺得是
我心態好，別的小夥伴因為有基礎，訓練時常常會
墊一會兒歇一會兒，可是我不敢，也不能，因為我
最差，教練不叫停，我就一直墊，不休息。

“直到現在我也是這樣，教練在訓練中的要
求，我從來不打折扣。相比當年那個小朱，確實進

步不是一點點，但即使是今天的自己，還是可以做
得更好……”
她最後鼓勵廣大青年，“只要努力，就會創

造更多可能！”“心懷夢想，更要腳踏實地；經歷
困難，更需專注當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4日，
記者從UFC（終極格鬥冠軍賽）方面獲悉，中國
雛量級名將宋亞東將會出戰北京時間5月17日在美
國佛羅里達舉行的UFC賽事，他將提升一個量
級，對陣曾擊敗過兩位中國UFC選手的厄瓜多爾
拳王馬龍．維拉。
宋亞東目前戰績為15勝4負1平1無結果，其

中6次KO，3次降服獲勝。今年只有22歲的他在
2017年11月進行了自己的UFC首秀，從那時起，
宋亞東已經在八角籠內進行了5場比賽，取得了4
勝1平的出色戰績，並終結了其中3位對手。去年
12月，世界排名第一的宋亞東對陣科迪．斯塔
曼，結果在第一回合犯規被罰分的情況下，與對手
打平，現官方排名雛量級第13位。

馬龍．維拉目前戰績為15勝5負1平，其中5
次KO，8次降服獲勝。維拉曾以一致判定和TKO

先後擊敗過兩位中國UFC選手寧廣友以及烏力吉
布仁。從未被終結過的他現官方排名緊隨宋亞東暫
列第14位。

此外，當日賽事被敲定為頭條主賽的是阿里
斯泰．歐沃瑞姆與沃爾特．哈里斯的重量級對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來自全球 104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7萬 7千名跑手在剛剛過去的
周日透過手機 APP 連繫，同時起步參與 Wings
for Life World Run，為脊髓損傷研究基金籌得
280 萬歐元善款。

今次活動於北京時間上周日晚上 7 時起步，
在應用程式協助下，讓全球171 個不同國籍、合
共 77,103 名跑手連結一起，從奧地利到澳洲、坦
桑尼亞到香港，按照所屬地區的人群聚集規定進行

比賽，跑手們全力奔跑，在一條移動的終點線追趕
前完成比賽。
結果，在男子組賽事成為英國的 Michael

Taylor 以 69.92 公里封王。女子組方面，上屆冠
軍俄羅斯的 Nina Zarina 以54.23 公里蟬聯全球總
冠軍。
賽事報名費全數撥捐 Wings for Life 脊髓損傷

研究基金，今年賽事成功籌得 280 萬歐元，讓基
金得以繼續找尋治療癱瘓病人的方法。

UFC月中開賽 宋亞東遇勁敵

7.7萬人為脊髓損傷研究籌280萬歐元
■■朱婷朱婷44日在微博發文日在微博發文，，鼓鼓
勵青年勵青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徐徐 燦燦
籍貫 江西省資溪縣

出生日期 1994年3月9日

體重 57公斤

運動項目 職業拳擊

專業特點 體能極為充沛，高頻率、
連續不斷地出拳壓迫對手

主要獎項主要獎項

2019年1月 在休斯敦擊敗衛冕拳王羅哈斯，
首奪WBA世界金腰帶

2019年5月 首次衛冕WBA世界金腰帶

2019年11月 在加州擊敗對手羅伯斯，二度衛冕金腰帶

2019 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

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體育賽事停擺，原

定本月 30日在英國舉行的羽量級拳王統一

戰——徐燦對陣喬什．沃靈頓也不能倖免。

這是一場世界拳擊協會（WBA）拳王與國際

拳擊聯合會（IBF）拳王的對壘，也是一場五

星拳手間的較量。不過現在，徐燦只能等

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25歲的徐燦於去年1月27日在休斯敦戰
勝了波多黎各選手羅哈斯，奪得

WBA羽量級金腰帶，成為繼熊朝忠、鄒市明後又一
位世界四大拳擊組織的中國職業拳王。賽後他高呼
“我的力量來自中國”，豪情壯語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之後，徐燦被評為中國唯一的五星級職業男拳
手，並在一年內，贏下兩場衛冕戰。雖頂着“拳王”
光環，獲得更多關注，但徐燦心無旁騖，也不喜歡
“拳王”這個稱呼，他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名
氣和冠軍不能一直跟着我，叫拳王會有距離感，我還
是喜歡隨意點，直接叫名字，或叫外號monster（怪
物）吧。”

否定保守派觀點 毅然迎挑戰
至於IBF世界拳王沃靈頓，其外號為“利茲勇士”，

目前保持30戰全勝的戰績，其中7次KO對手，世界排名
第一。他去年10月拿下第三次衛冕戰後，即公開向徐燦宣
戰，希望和後者進行WBA-IBF統一戰。一個月後，徐燦在
美國加州拿下第二次衛冕戰後也隔空回應：“我們就打一
場吧。”
對於這場比賽，徐燦本來十分期待。他的目標非常明

確，就是要統一羽量級（126磅，約57.15公斤），成為兩
大組織“王者”。“羽量級很長時間沒打過統一戰了！”不
過業界對這場大戰觀點不一，有的認為恰逢其時；有的則認
為為時過早。對此，徐燦卻有自己看法：“如果求穩，確實
能把金腰帶保存得更久，甚至在國內打自由衛冕，能多賺點
錢，但這種比賽意義不大。”
徐燦否定了“保守派”觀點：“年輕還是要打值得打的

比賽，統一戰更像一次機會，我想迎接這個挑戰！”這場統
一戰的勝方將包攬WBA超級拳王、IBF世界拳王兩條金腰
帶，同時，還將獲得《拳台》雜誌羽量級金腰帶。

雖賽期未定 仍嚴格管理體重
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打亂了徐燦的部署。他和

隊友、教練一行10人被迫開始了三個月的“流浪”之旅。內
地疫情重時，北京拳館關閉，他們到泰國訓練；國外疫情蔓延
時，他們又輾轉回國，落腳昆明。從泰國曼谷外訓回國後，團

隊在玉溪隔離了14天，雖然宅在酒店房間裡，徐燦卻沒閒着：
“你看跳繩，不需要多大地方，我一口氣跳一個小時；掌上壓，一
天做500個；仰臥起坐，一天一千個；蹲腿，一天300-500個，在
室內全能完成。”

雖然對沃靈頓的比賽時間仍未定，但徐燦已開始嚴格管理體
重。飲食上少油少鹽，早上牛奶、雞蛋、麥片，午餐主食和肉，晚
上只吃蔬菜與粗糧。“我會規定一個量，比如62公斤，超過這個
值，心理上會不舒服，感覺身體也會變得更沉、更懶。”

■■宋亞東將出戰本月宋亞東將出戰本月1717日舉行的日舉行的UFCUFC賽事賽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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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再見！！彼得彼得！！
艾伯頓宣布退役艾伯頓宣布退役

江蘇男籃勞動節集中訓練江蘇男籃勞動節集中訓練

自由搏擊手相約江蘇常州自由搏擊手相約江蘇常州

疫情蔓延 愛心救助 休斯頓湖南同鄉會組織募捐活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2020 年注定是不尋常的一年，新
冠病毒無孔不入，現在已經襲擊
了全球。3月份開始美國疫情日益
嚴重，物資缺乏，休斯頓湖南同
鄉會在第一時間募集捐款采購物
資，責無旁貸的伸出援手來保護
我們的醫務人員，保護我們的社
區，保護我們的家園。

在得知明湖醫院求援後的第
二天湖南同鄉會就將一些防護服
和 N95 口罩送達到了醫院呼吸科
抗疫一線 (HCA Houston Health-
care Clear Lake)，明湖醫院是休斯
敦指定冠狀病毒確診兒童接收醫
院，我們表達了小小心意後，收
到了來自醫院重症科醫生們發來
的特別感謝視頻，感謝我們的捐
助保護他們的生命，也是保護病
人的生命。

美國病毒疫情日益嚴重美國
醫療物質短缺的時候，醫生們護
士們警察們需要我們的幫助，我
們力所能及攜手老鄉和朋友們共
克時艱，幫助在前線和新冠病毒
奮戰的英雄們，這也是我們共同
的心聲和願望。

2020 湖南同鄉會捐款抗疫記
錄和目前為止湖南同鄉會捐款的
捐助情況：

3/19 捐 助 Clear Lake Emer-
gency Center呼吸科80套防護服和
200個口罩及少量護目鏡

4/2 捐 助 Stafford Fire Station
和警局450套防護服

4/3 捐助 SUGARLAND RE-

HABILITATION HOSPITAL 600
套防護服

4/4 捐助求助的MD Anderson
醫生Cristina C 20個N95口罩

4/7 捐 助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TMC 480個N95口罩

4/8 捐助中國城附近警局Ju-
venile Processing Unit，HPD Mid-
west Community Services Unit
1000個醫用普通口罩

4/10 捐助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0套醫用防護服

4/13 捐 助 Sugar Land City/
Missouri City 150套防護服

4/17 捐 助 Stafford Attack
Poverty 2000個醫用普通口罩

休斯頓湖南同鄉會的捐贈行
動還在繼續進行中......（賈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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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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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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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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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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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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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雖然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尚未決定
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
bly）是否援例如期於五月中旬在日內
瓦召開，由於臺灣遏制武漢肺炎疫情
成績普獲世界肯定，德州僑界一致支
持中華民國藉參與世衛各項活動及事
務重返國際社會，完整且有效地將防
疫經驗和醫療資源與世界各國分享。
即使德州疫情越趨嚴峻，僑胞不方便
集會表達愛臺立場，但仍有28個僑團
在線上聯署，聲援臺灣參與世衛活動
，希望臺灣的貢獻有助健全完善全球
防疫網絡，讓大家的生活及經濟脈動
回歸正常。
共同聲明內容如下：

德州僑社支持台灣完整參與 「世
界衛生組織(WHO)」所有會議、機制
及活動共同聲明

美南僑社支持並響應中華民國(台
灣)政府以有意義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
(WHO)」為主軸，向國際社會傳達2,
350 萬人民積極參與該組織之心聲，
樂願共同攜手對抗新冠病毒，增進全
球健康權益，敦促 「世界衛生組織」
幹事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
breyesus)秉持渠所提該組織應平等屬
於所有人之願景，正視台灣受政治考
量未能完整參與該組織所有會議、機
制及活動之問題，接納台灣參與，以

有效建構全球完整防疫及公
衛體系。茲發表聲明支持訴
求如下：
一、 值此新冠病毒全球肆虐
之緊急時刻，台灣位居亞太
運輸樞紐，台灣暴露於傳染
病威脅之高度風險中。台灣
未能完整參與 WHO 所有會
議、機制及活動，已迫使台
灣成為全球防疫及公衛體系
潛在的漏洞及破口，而且台
灣擬貢獻其醫衛及防疫合作
的機會也被剝奪。WHO 實
應接納台灣完整參與，降低
潛在公衛風險，增加全球防
疫之能量。
二、 新冠病毒疫情發生以來，台灣僅
獲WHO同意我專家以個人身份線上
參加少數會議，使台灣專家無法與他
國專家就疫情發展及防治直接交流互
動，並分享第一線抗疫經驗。事實上
，台灣疫情控制良好，其防疫作為及
公衛能力普獲美國及歐盟等許多國家
肯定，接納台灣參與及貢獻，將使得
全球公衛及防疫體系獲取正面能量，
增進全球健康福祉。
三、 WHO 憲章第 37 條明確規定，
WHO 幹事長或職員執行職務時，不
應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WHO以外
當局之指示。WHO 應堅守專業中立

立場，拒絕不當政治干擾。台灣自始
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且唯有
台灣民選政府才能在WHO代表及維
護台灣2,300萬人的健康權利，WHO
應尋求適當方式，讓台灣完整參與
WHO各項會議、機制及活動。

當台灣與美國同樣面臨新冠病毒
對生命、健康及經濟利益構成嚴重威
脅的此時，我們深刻認知防疫及公衛
安全已是全體人類無法逃避的共同挑
戰及責任，台灣是 「負責任、肯貢獻
、可信賴」的夥伴，我們堅信支持台
灣完整參與 WHO，必能成為全球積
極對抗新冠病毒最有力的宣示，並為
全球公衛體系灌注一股正面的力量。

聯署團體 （按聯署順序及地區排序）
休士頓臺灣同鄉會
休士頓臺灣商會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休士頓
逢甲大學校友會
休士頓臺灣松年學院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休士頓臺灣長春會
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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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防疫成績亮眼 德州僑社支持參與世衛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隨著美國近一半州開始放寬為減緩
冠狀病毒傳播而採取的限制措施，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正在悄悄
預測新病毒病例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下個月的死亡人數。預計到
5月底，每天將有200,000例新的冠狀病毒病例，而在美國，則有
3,000例每日死亡。目前，每天報告約25,000例新病例，其中約
有1,750例死亡。

儘管暴露於COVID-19並導致死亡的風險日益增加，但許
多州仍在放鬆限制措施，這些措施旨在減慢病毒的傳播速度，這
使美國經濟幾乎停滯了。 佐治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等州的這些行
動並未遵循川普總統的冠狀病毒工作隊於4月16日發布的分階段
聯邦指南。該準則是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川普在聲明中
宣稱：“既然我們已經在新案件中達到了頂峰，我們將重新開始

生活，我們將以安全和結構化的方式再次振興我們的經濟 和非
常負責任的時尚。” 當天，美國有32,076例新病例，此後至少
四天就超過了這一數字。

儘管實施工作由州長自行決定，但聯邦指南明確指出，在14
天的時間內觀察到新病毒病例的“下降軌跡”之前，任何州都不
應嘗試放鬆限制。 然而，截至本週末，全國沒有哪個州可以提
出這一要求。 許多衛生專家警告說，在不加大測試力度，不增
加接觸示踪劑的軍隊或製定計劃隔離那些對病毒呈陽性反應的人
的重開國家的情況下，肯定會導致新病例激增。

然而，至少有26個州打算測試該預測，其中許多州將從本
週開始。當佐治亞州州長佈萊恩•肯普（Brian Kemp）於4月20
日宣布將允許按摩和紋身店，美髮沙龍，體育館和保齡球館等企

業於4月24日重新開業時，佐治亞州成為第一個取消冠
狀病毒限制的州。三天后，該州進一步放鬆了限制 ，
允許餐廳和劇院重新開放。在宣布這一消息之前，坎普
向川普通報了他在總統與美國州長之間進行電話會議的

決定。 在那個電話會議上，聽到川普稱讚坎普所做的“出色工
作”。

自重新開放該州以來，佐治亞州繼續看到大量新病例，週五
報告了1000例，週六報告了999例。 儘管有新數據，肯普還是
讓他對居民的就地避難限制在星期一到期。斯坦福大學（Stan-
ford University）COVID-19 Case Mapper彙編的數據顯示，隨著
這項公共衛生實驗的進行，佐治亞州公民接觸該病毒的風險增加
了42％。同樣在德克薩斯州也有令人擔憂的數字，德州州長格雷
格•雅培（Greg Abbott）上週末在該州取消了全屋服務限制。
在星期天發布的一條推文中，州長試圖強調他所看到的關於該州
從COVID-19中康復的人數的好消息。

各州重新開放 疾控中心警告病毒病例死亡人數將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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