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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出生墨西哥出生1010天的斑馬寶寶亮相動物園天的斑馬寶寶亮相動物園
““媽媽媽媽””寸步不離寸步不離

荷蘭推出荷蘭推出““小型溫室小型溫室”” 客人用餐可享受私人空間客人用餐可享受私人空間

荷蘭阿姆斯特丹荷蘭阿姆斯特丹，，客人在客人在““小型溫室小型溫室””享用晚餐享用晚餐。。該該““小型溫室小型溫室””
為客人提供私人空間為客人提供私人空間，，餐廳服務人員佩戴口罩或面罩提供服務餐廳服務人員佩戴口罩或面罩提供服務，，確保用確保用
餐健康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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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央行要求取消QFII/RQFII投資限制
提高外資入A積極性

2020年5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境外機構投資者

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中

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告〔2020

〕第2號，以下簡稱《規定》)，明確並

簡化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

資金管理要求，進壹步便利境外投資者

參與我國金融市場。

在業內人士看來，此次《規定》在

落實取消QFII/RQFII投資額度限制之外

，還完善了對合格投資者跨境資金匯出

入和兌換實行登記管理、投資風險管理

等壹系列與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相關的管

理制度，有利於提高境外投資者配置中

國資本市場的積極性，引導更多外資流

入中國資本市場。

落實取消QFII/RQfII投資限額
事實上，早在2019年9月10日，外管

局就已發布公告稱，經國務院批準決定取

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

同時取消RQFII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

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是中國金融市

場開放最重要的制度之壹。自2002年實

施QFII制度、2011年實施RQFII制度以

來，來自全球31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

400家機構投資者通過此渠道投資中國

金融市場。

國家外匯管理局此前曾表示，明晟

(MSCI)、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以及彭

博巴克萊等國際主流指數相繼將我國股

票和債券納入其指數

體系，並穩步提高納

入權重，境外投資者

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投

資需求相應增加。全

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資

者投資額度限制，是

深化金融市場改革開

放，服務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重大改革，也

是進壹步滿足境外投

資者對我國金融市場

投資需求而主動推出

的改革舉措。

而此次央行和外管局發布的《規定

》，在進壹步明確落實取消QFII/RQFII

投資額度限制之外，還完善了本外幣壹

體化管理、投資收益匯出手續、投資風

險管理要求等壹系列與金融市場對外開

放相關的管理制度。

具體來看，《規定》主要內容包括

：壹是落實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以下簡稱

合格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額度管理要

求，對合格投資者跨境資金匯出入和兌

換實行登記管理。二是實施本外幣壹體

化管理，允許合格投資者自主選擇匯入

資金幣種和時機。三是大幅簡化合格投

資者境內證券投資收益匯出手續，取消

中國註冊會計師出具的投資收益專項審

計報告和稅務備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

完稅承諾函替代。四是取消托管人數量

限制，允許單家合格投資者委托多家境

內托管人，並實施主報告人制度。五是

完善合格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風險

及投資風險管理要求。六是人民銀行、

外匯局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QFII/RQFII主要作用是什麼？
過去，外資配置A股市場的主要渠

道有陸港通以及QFII/RQFII兩種方式。

從區別上看，陸港通是以內地與香

港兩地交易所為載體，互相建立起市場

連接從而實現投資者跨市場投資。QFII/

RQFII則是以資產管理公司、證券經營

機構等機構投資者為載體，通過向投資

者發行金融產品吸收資金以進行投資。

央行公布的“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

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情況”數據顯示，截

至2020年 3月 31日，外資(即陸港通+

QFII)持有的A股股票總市值達到1.89萬

億元，持股市值在 A 股所占比重為

3.18%。

在機構看來，此前信達證券指出，

外資通過陸股通配置A股的動力更強，

信達證券測算QFII持股的市值額度發現

，QFII自2016年開始呈現出小幅上漲的

態勢，但相比於陸港通的持股市值，其

增速明顯偏小。該機構因此認為過去外

資通過陸股通配置A股的動力更強，主

要是在於其便捷性。

而在外匯局取消QFII/RQFII額度前

，QFII與RQFII的投資尚未觸及其總額

度。外匯局最新披露的QFII投資額度審

批情況表顯示，截至 2019年 8月末，

292家投資機構合計獲得1113.76億美元

額度，RQFII方面，有260家投資機構

合計獲得6941.02億元的額度，而這均

並未達到此前限定的最高額度。

國內壹家證券公司的前首席策略分

析師對中新經緯客戶端指出，相比起陸

港通，外資通過QFII/RQFII投資的範圍

更廣，能夠讓國際投資者投資權證、股

指期貨等產品，因此更加符合國際投資

者對沖、多元等投資需求，因此從制度

上看，比起陸港通，QFII/RQFII在與國

際接軌的過程中更具優勢，取消額度限

制可以看做是壹種未雨綢繆的準備。”

將如何影響A股市場？
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A

股市場上披露QFII重倉持股的上市公司

有338家。從行業分布來看，QFII持股

占比最大的為銀行板塊，此外，非銀金

融、家用電器、醫藥生物、食品飲料等

板塊亦受QFII資金的青睞。

中信證券此前指出，外資長期重倉

股具有5個較為明顯的特征。壹是多數

外資長期重倉的股票的凈資產收益率與

市值水平都位於行業的前20%；二是外

資長期重倉股均為業績平穩增長的股票

；三是外資長期重倉股具備較強的盈利

能力，2017年以來平均ROE達到15%，

大幅高於全市場其他個股；四是外資重

倉股估值大多低於行業均值；五是機構

抱團效應明顯。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

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央行此次落實

取消QFII和RQFII境內證券投資額度管

理要求，對合格投資者跨境資金匯出入

和兌換實行登記管理有利於引導更多外

資流入中國資本市場，包括股市和債市

。

“滬港通和深港通開通以後，外資

流進流出A股的通道已經完全打通，A

股又先後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等國

際指數體系，近兩年外資大量流入A股

市場搶籌白馬股等優質股票，每年流入

達到3000億元左右。四月份外資重新流

回A股533億元，預計以後還會加速流

入A股。今天央行宣布的政策利好股市

和債市，特別是外資流入比較多的白龍

馬股和科技龍頭股更受益。”楊德龍說

道。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中

新經緯客戶端表示，壹是新政策的出臺

對於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資本

市場更便利，是我國金融市場擴大開放

的又壹舉措。“去年以來中國的資本市

場包括股市和債市先後納入包括明晟、

富時羅素在內的多個主要國際指數，在

納入這些指數之後，國際投資者對於中

國資本市場配置和投資的意願和積極性

都在提高，去年取消QFII和RQFII限額

壹方面擴大了金融市場的開放，另壹方

面也可以滿足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

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提高配置中國資

本市場的積極性。”

溫彬表示，受疫情的沖擊，今年以

來全球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而中國

的資本市場包括股市和債市則總體上保

持相對平穩的運行態勢，人民幣資產作

為避險資產的特征也開始顯現，國際投

資者也開始看好中國的資本市場，今年

以來中國的股市債市整體都呈現出凈流

入的狀態，而此時的這些政策，將給境

外投資者帶來便利，也有利於提高人民

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和作用。

綜合報導 繼壹季度同

比出現兩位數下滑後，我國

貨物貿易出口在4月份迎來

恢復性增長。海關總署7日

發布數據顯示，4月當月我

國出口同比增長8.2%。

數據顯示，4月份，我

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5萬億

元，同比微降 0.7%。其中

，出口 1.41 萬億元，增長

8.2%；進口1.09萬億元，下

降 10.2%；貿易順差 3181.5

億元，增加2.6倍。

從前4個月整體來看，

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9.07萬

億元，同比下降 4.9%，降

幅比壹季度收窄1.5個百分

點。其中，出口 4.74 萬億

元，下降 6.4%；進口 4.33

萬億元，下降 3.2%；貿易

順差4157億元，減少30.4%。

從貿易夥伴看，東盟繼

續保持我國第壹大貿易夥伴

地位。前4個月，我國與東盟貿易總值

1.35萬億元，增長5.7%，占我國外貿總值

的14.9%。我國與歐盟貿易總值1.23萬億

元，下降 6.5%，占我國外貿總值的

13.6%。中美貿易總值9584.6億元，下降

12.8%，占我國外貿總值的10.6%。中日貿

易總值6656.8億元，下降2.1%，占我國外

貿總值的7.3%。同期，我國對“壹帶壹

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2.76萬億元，增

長0.9%，占我國外貿總值的30.4%，比重

提升1.7個百分點。

從外貿市場主體看，前4個月，我國

民營企業進出口3.92萬億元，增長0.5%，

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3.2%，比去年同期提

升2.3個百分點。作為最大外貿市場主體

，我國民營企業顯現較強韌性。

數據顯示，我國前 4個月機電產品

和服裝等出口下降，紡織品出口增長

。具體而言，機電產品出口2.79萬億元

，下降 5.9%，占出口總值的 58.8%。服

裝出口 2051 億元，下降 20.2%。同期，

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出口2613億元，

增長5.9%。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莊芮認為，4月份出口出現反彈是個積極

信號，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勁韌性以及外

部市場對中國制造的強大需求。不過，出

口單月反彈並不壹定代表長期趨勢，4月

份進口明顯下滑令人擔憂。綜合來看，我

國外貿發展仍面臨復雜嚴峻形勢，穩外貿

工作必須繼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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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抗擊新冠肺

炎一線，有一對攜手抗

疫的“母女花”——媽

媽李林是深圳市中醫院發熱門診副主任護師（編

註：護師為護士評定職稱級別之一），女兒徐逸

是深圳市三院感染二科護士。10日雖是母親節，

李林仍要堅守一線。為了犒勞媽媽，徐逸準備親

自烹飪母親節海鮮大餐。“現在，我特別能理解

她作為一個母親，對家庭的保護和愛護。每次回

憶起這幾個月來她對我的付出，就會想哭。” 徐

逸哽咽道，母親節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媽媽身體健

康，能有更多點時間陪伴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武漢社區“網格員”姜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武漢連線報道）武漢
市華騰園社區副主任姜玲“上有老、下有小”。這個
母親節，她本已給在美國求學的女兒定好回國機票，
然後準備再接上自己七十多歲的母親，一家人團聚。
然而，打開城門的武漢雖逐步走向正常化運行，但各
居民小區的封閉管理仍在持續。

從除夕起百天未休假
自除夕起，已百天未休的她無暇過節。身為社區

副主任的姜玲同時也是一名網格員（編註：網格員是
在社區網格化管理組織中承擔服務居民的具體任務，
可以是領導幹部、社區負責人、社區一般工作人員
等）。

姜玲所在的華騰園社區擁有3,648戶住戶，總人數
過萬。80歲以上的長者就有600餘人，殘疾人逾百。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這裡確診患者達到30餘人。如
今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武漢的防控等級也下調等級。
但一個月來，城市裡每天都有無症狀感染者的新增通
報，身邊的風險仍在，華騰園等武漢居民小區仍處於
的封閉管理一直在持續。

小區大門口，進出小區的居民陸續不斷，但都必
須掃碼、檢測體溫和登記身份信息，憑綠碼進出。

她說，武漢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網格員還是不
敢懈怠。每天通過電話、網絡、張貼宣傳畫、拉橫幅
等多種方式，對一些不必要外出的居民進行勸返；同
時，還要提醒出門上班的居民務必做好防護措施，戴
口罩勤洗手多消毒。此外，小區內長者居民較多，他
們繼續幫助買菜送藥，還手把手教長者使用健康碼。

疫情期間，姜玲七十歲的母親全由她的丈夫照顧，
見她凌晨回家，一大早又出門，終日只戴一個薄薄的口
罩奔走在疫情“重災區”的樓棟，母親心疼不已。姜玲
只能安慰說，形勢緊急，這些事情總得有人去做。

姜玲的女兒一年前赴美，正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深
造。遠隔重洋，她每日都要通過微信、電話問候，提
醒她注意安全。五月份是美國大學的假期，姜玲早先
給女兒定了回國的機票，未想美國疫情持續蔓延，密
歇根州又實行了禁足令，女兒只好取消了回國行程。

這個周末，需要照顧自己母親的姜玲依然忙碌在
社區。她說，整座城市的疫情防控並沒有放鬆，她要
站好最後一班崗。

無暇過母親節 要站好最後一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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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55歲的李林取回了退休
申請，堅持上班。

母親曾抗沙士
17年前，12歲的徐逸剛上初中，一場沙士肆虐了全球，

當時在急診科工作的李林把女兒託付給了家人，自己住在了
醫院值班房。沙士過後，醫院成立了專門的發熱門診，李林
也主動報名。

徐逸說：“媽媽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非常偉岸光輝的，不
論工作中有多苦多難，她都會把積極陽光的一面展示在我面
前。當時她的一句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記憶裡，‘既然選擇
了做一名護士，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職責。現在病人需要
我，我就要對病人負責’。”於是，她高考時便義無反顧地
選擇了護理專業。“我要成為媽媽這樣的護士。”巧合的
是，畢業實習，徐逸被分配到了李林所在的深圳市中醫院。

母授工作經驗
疫情發生前，徐逸一直在內分泌科工作，增援調任到感

染二科後，會操作呼吸機的她更主動請纓去照顧重症病人。
前線工作時間長，進入隔離區，一待就是數小時，防護服不
能隨便換，媽媽貼心準備的紙尿褲派上了用場。“為了能讓
我無後顧之憂地更好投入工作，爸媽還一起搬來同住，不僅
照顧我的飲食起居，保證營養，還傳授了我很多護理經驗，
包括怎麼做更有利於消除病人和自己的隔閡，重點做好心理
護理；工作時如何進行時間管理，把多餘的時間留給與病人
溝通等。”

“媽媽知道一線很忙，她再擔心也極少打攪我，基本上我
只需要上好班，其他很多事情她都包了。真的非常感謝媽
媽。”“媽媽跟我說，要一起堅持，直到這場戰役勝利。”
目前，深圳僅剩1名新冠肺炎患者仍在市三院住院治療，

醫院也根據病人數減少而制定了新的護士排班頻率。原定母親
節要上夜班的徐逸，被安排可以休假一日陪伴家人。

徐逸說：“媽媽主動申請了堅持上班不用輪休，所以她
還是會正常值白班，我們晚上才會見到面。”

◀◀ 徐逸徐逸（（右一右一））挽挽着母親李林於去年母親節和家着母親李林於去年母親節和家
人留影人留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李林在中醫院李林在中醫院
發熱門診一線工發熱門診一線工
作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徐逸在深圳市三院徐逸在深圳市三院
護理一名嬰兒護理一名嬰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姜姜玲玲（（左二左二））送女兒送女兒
赴美求學赴美求學，，在機場合在機場合
影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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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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Tuesday, May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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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有望來德州﹖休斯頓各領袖紛向馬斯克招手

恐有25%人失飯碗﹐美國財長﹕第二季非常慘淡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電動車龍頭特
斯拉執行長艾隆馬斯克﹐於10日放話﹐將
「立刻」把特斯拉總部遷往德州或內華達﹒
對於這個消息﹐休斯頓各地方領袖都滿心
期盼﹐紛紛向馬斯克招手﹒
特斯拉總部所在的加州阿拉米達郡﹐因為

遲遲未傳復工﹐並禁止特斯拉工廠運營﹐使
得執行長馬斯克 10 日在推特上發話﹐要
「立刻」把總部從加州搬往德州或內華達﹒
他也表示﹐要對當地政府提出訴訟﹐他們的
態度將決定特斯拉的未來動向﹒
對此﹐德克薩斯州長格雷·艾伯特（Greg

Abbott）轉 發 了 馬 斯
克的推特﹐確保馬斯
克知道德州正在關注
這個議題﹒德州州議
員 丹·克 倫 肖（Dan
Crenshaw）也 同 樣 轉
推﹐表達了對特斯拉
的支持﹕「良好的保守

原則可以產生良好的治理﹐並吸引最優秀
的人才﹒德州美好未來正在發生﹒」
除此之外﹐幾位教育家和城市領導人對特
斯拉可能來德州的消息表示讚許﹐特別是
休斯敦﹒
萊斯大學教授弗雷德·希格斯叁世（C.
Fred Higgs III）在推特上說﹐巴約市（Bayou
）為特斯拉敞開了雙臂﹒他在推特中表示﹕
「我們都在尋求新的創新（請參閱@Ion-
Houston）﹒每1000名工作者中﹐就有22多
名工程師﹐休斯頓地區的工程師密度在美
國排名第二﹒因此﹐如果您來的話﹐歡迎
來 @RiceUniversity 看看﹒」
甚至連休斯頓消防局局長薩姆·佩納（Sam

Pena）也加入討論﹐並表示休斯頓將歡迎特
斯拉總部﹒
福遍郡長還對KP George提出了邀約﹕「在
與無形敵人戰鬥的同時﹐我了解您對當前
處境的狀況感到沮喪﹒然而﹐我認為如果
你正在尋找適合的搬遷位置﹐可以來了解
一下福遍郡狀況﹐將會使你的公司獲益良
多﹒」
事實上﹐10日並不是馬斯克第一次開炮要
將製造業轉移到德州了﹒今年2月時﹐他
還暫時將自己的推特位置更改為奧斯汀﹐
使一些人相信﹐他是在暗示特斯拉有望搬
來德州首都﹒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帶來
的嚴峻失業浪潮﹐美國財政部長姆努勤
（Steven Mnuchin）於10日指出﹐截至上周﹐
全美失業率上看14.7%﹐若不盡快復工﹐美
國經濟將受到永久的傷害﹐且他表示目前
失業率恐怕早就達到25%了﹒
白宮經濟顧問哈塞特（Kevin Hassett）預估﹐

5﹑6兩個月的失業率可能上看20%﹐相較叁
月﹐失業率僅有 4.4%﹐白宮也正在著手規
劃新一波的紓困方案﹐但新一波的紓困計
畫恐怕將使得美國的財政赤字更加擴大﹒
然而﹐對於後續的表現﹐姆努欽預計第叁和
第四季度將好轉﹐到2021年表現將會將會
「非常好」﹒但姆努勤也直言﹕「我的數字並

不樂觀﹐我要說的是﹐第二季會很慘澹很糟
糕﹒」他警告說﹕「這不是美國企業的錯﹐這
不是美國工人的錯﹐這是由病毒引起的﹒」
根據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若不把未進行
求職者納入計算﹐目前全美失業率為
22.8%﹐流失了超過2000萬個工作岡位﹔米
努勤則認為﹐全美失業率恐已超過此數字

達到25%﹐因為4月失業報告只記錄到4月
中的失業狀況﹒
姆努欽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採取其他刺
激措施﹐包括削減工資稅﹑提供食物券以及
寬頻服務等﹒他還表示﹕「我們不會為管理
不善的州採取任何援助行動﹒」而他也指出
﹐白宮將在數週後考慮另一項救濟法案﹒

憂心美國開放速度過快﹐美股開盤跌逾200點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由於憂慮美國
各州開放速度過早﹐以及亞洲各國新冠疫
情案件數量增加﹐投資者擔心過早重新開
放經濟恐導致二波感染﹐週一美國道瓊指
數開盤便呈現下跌﹒
有鑑於亞洲各國如韓國﹑日本和新加坡﹐感
染案例只增不減﹒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醫學院研究數據顯示﹐全球已有 410 萬
人遭到感染﹐並有28萬3000多人死亡﹐超
過140萬人已康復﹒
周一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開盤前幾分鐘
下跌232點﹐或0.95％﹐其中迪士尼開盤下

跌 1.2％ ﹑聯 合 航 空（United Airlines）跌
3.6％﹒而標準普爾500指數和那斯達克綜
合指數則分別下跌0.78％和0.67％﹒
此外﹐特斯拉執行長艾隆·馬斯克（Elon
Musk）也在本月10日﹐威脅要將汽車製造
商的總部遷出加州﹐搬至德州或內華達﹐因
其所在的阿拉米達郡衛生官員表示﹐該公
司的工廠不是必要行業﹐不允許開張﹒
而石油公司大陸能約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虧損達 1.86 億美元﹐原因是今
年前叁個月油價暴跌了 67％﹒該公司在
五月份將石油產量削減了70％﹒

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扭轉了早前的
跌勢﹐交易價格上漲 0.16％﹐至每桶 24.78
美元﹐在此之前﹐沙烏地阿拉伯
宣布將每天減產100萬桶﹒同
時﹐黃金下跌 0.49％至每盎司
1706美元﹒
除美國以外﹐歐洲股市全線走
低﹐法國CAC指數下跌1.49％
﹐德國 DAX 指數下跌 1.22％﹐
英國FTSE指數下跌0.4％﹒在
亞洲﹐香港的恆生指數上漲了
1.53％﹐日本的日經指數上漲

了 1.05％ ﹐而 中 國 的 上 證 綜 指 下 跌 了
0.02％﹒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紐約時報週六紐約時報週六（（55月月22日日））呼籲呼籲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DNC) 調查推定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調查推定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拜登
的性侵犯指控的性侵犯指控，，這是拜登首次否認指控的第二天這是拜登首次否認指控的第二天。。

“ 拜登正在尋求美國最高的總統職位，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幾乎
是不可能肯定的事實。但是這個賭注太高，以至於無法解決問題，
或者讓媒體去調查和裁決。”《泰晤士報》編輯委員會的專欄文章
說。

拜登完全拒絕塔拉·裏德（Tara Reade）的指控，說 “這種情況
下的事實是不存在的。”

在拜登回答前工作人員塔拉·裏德於1993年毆打她的指控後的
第二天，就進行了電話拜訪。回應是在接受MSNBC的“早晨喬”
（Morning Joe) 採訪時寫的，並且是書面聲明。

拜登說：“不，這不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它永遠不會，
從未發生，也沒有，從來沒有發生過。”

他還批准了國家檔案館中任何相關記錄的請求，同時拒絕在特
拉華大學進行記錄檢索，稱這些文件與私人無關。

但是，誰擁有國家檔案館的記錄並由誰來控制卻是一個模糊的
問題，檔案館回應說，參議院從技術上說已經控制了有爭議的1993
年以來的任何此類檔案。此後，拜登已寫信給參議院秘書朱莉·亞當
斯（Julie E. Adams），要求她解決可能的差異。

裏德指控拜登在參議院任職期間，於1993年對她進行毆打。裏
德和其他七名婦女去年挺身而出，指控拜登接觸不當。但是，她在
叁月份講的故事更具說服力，將指控提高到性侵犯的程度。

婦女團體開始打破對拜登指控的沉默，因為候選人首次發表聲
明。

“我不知道她為什麽這麽說，我不知道為什麽在27年之後，突
然之間這種說法被提出來，但是我不會質疑她的動機，也不會攻擊
她，”拜登說，“她有權說任何想說的話，但我要說說看事實。”

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確認聽
證會上採取的立場相比，拜登還抵制了自己從事雙重標準的指控-他
呼籲讓卡瓦諾的指控者相信。

拜登說：“相信婦女意味著認真對待婦女的主張。”他補充說
，“婦女有權發表意見，”但新聞界應調查她們的主張。

拜登週五說：“他們應該以說實話的假設開始。” “然後，您
必須查看情況和事實，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的事實不存在。”

紐約時報提到卡瓦諾確認雙方開戰，因為它呼籲DNC調查拜登
。

“去年，該委員會極力主張對布雷特·卡瓦諾被提名為最高法院
席位時提出的性行為不端指控進行積極調查。拜登先生擔任總統職
位的要求不亞於此。” “他的競選活動和他的政黨有責任向公眾保
證指責已得到認真對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應在拜登競選團隊的充
分合作下，迅速而徹底地調查此事。”

《泰晤士報》認為，要使調查成為一次“嚴肅的詢問”，就必
須包括對特拉華大學的記錄進行搜索：“任何相關的備忘錄都應予
以檢查。”

“任何清單都應嚴格限於有關裏德女士的信息，並且由DNC選
擇無偏見的非政治性專家小組進行在其調查結果中贏得盡可能多的
信任。”董事會說。

幾天前，《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委員會發出了類似的呼籲，也
要求在特拉華州提供這些文件。拜登發表了關於這一指控的言論。

《華盛頓郵報》爭辯說：“釋放整個寶庫的需求引起了有關候
選人披露的有價值的辯論，但這不是今天需要進行的戰鬥。” “更
狹窄的問題是，公眾是否應該獲得有關針對總統競選者性侵犯指控
的盡可能多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

紐約時報呼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紐約時報呼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
拜登的性侵犯指控進行調查拜登的性侵犯指控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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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妻子，能旺三代人。

股神巴菲特曾说过自己对婚姻的理

解和认识：

我年轻时曾与我们州最漂亮的女孩

约会，但最后没有成功。

我听说她后来离过三次婚，如果我

们当时真在一起，我都无法想象未来会

怎样。

所以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

人结婚。

在选择伴侣上，如果你错了，将让

你损失很多。而且，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

选对妻子，对丈夫自身，甚至一个

家庭，都至关重要。

妻子肯体谅，夫妻感情更甜蜜

很多婚姻，最后走到尽头不是因为

双方不够相爱，而是因为不够互相理解

和体谅。

一个在外面拼命工作想给家人更好

的生活，另一个却只会抱怨你给我买的

礼物一点都不走心；

一个想发展一下副业闯一闯，另一

个却泼冷水说你那点头脑能干什么，安

安分分地做好本职工作算了；

一个想在闲暇时出去享受一下生活

，另一个却指责说你能不能没事不要乱

花钱......

这样下去，就算再深厚的感情，也

扛不住日复一日的分歧和争吵。

想要不让婚姻成为爱情的坟墓，两

个人就必须要学会互相理解，互相体谅

。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检察官

陈海因为调查一起案件被人蓄意暗害成

了植物人，他的同事兼挚友侯亮平为了

揪出幕后黑手，决定调任汉东，深入调

查事件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此去汉东危险重重，

搞不好他也会像陈海一样，成为下一个

被暗害的对象。

但他的妻子钟小艾没有又哭又闹地

不让他去，也没有责问他“你走了，父

母和孩子就丢给我一个人照顾？”而是

思考了半晌之后，尊重了丈夫的决定。

因为她懂得，丈夫最想要的不是保

住自身的平安，而是还给陈海一个公道

。她能体谅丈夫迫切的心情，所以她不

阻拦，也不抱怨，只是再三叮嘱丈夫注

意安全之后，放手让他去做想做的事情

。

后来，侯亮平遭到诬陷，被停

职调查，钟小艾更是暂停了自己的

工作飞到丈夫身边给他打气，为他

出谋划策，陪他共渡难关。

侯亮平感慨过很多次，娶到钟

小艾才是他最伟大的成功。

人生最好的投资：选对妻子

对一个男人来说，能娶到一个懂他

，理解他，凡事肯站在他的角度上

考虑的妻子，就是他最大的福气。

当一个妻子肯体谅丈夫的难处

，理解丈夫的抱负，在他做下决定

时支持他，在他困顿时陪伴他，夫

妻之间的感情，一定会越来越甜蜜

。

看过一个故事：

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载了一对

白人母子，孩子问妈妈：“为什么

司机伯伯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

母亲微笑着回答说：“上帝为了让

世界缤纷，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

”

到了目的地，黑人司机坚决不收钱

。他说：“小时候，我也曾问过母亲同

样的问题。但是母亲说我们是黑人，注

定低人一等。如果她换成你的回答，今

天我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我......”

俗话说，一个好妻子，能旺三代人

。因为一个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妻子，

还有母亲。

而母亲的格局，对孩子的成长有着

莫大的影响，甚至能够决定孩子长大后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

，很聪明，也很漂亮，但是学习却不怎

么用心，导致数学成绩一直很差。

老师担心她，请她的母亲来学校谈

话，她的母亲却说，数学学那么好有什

么用啊？除了买菜什么都用不上，会一

百以内的加减法就够了呗。

十几岁的小孩子没有几个爱学习的

，家长不督促，她就玩得更疯。初二初

三增加了物理化学，她也完全不听，因

为没用啊，连买菜都用不上。

初中毕业之后，她就不上学了。后

来，她每天需要动脑子的事情，真的就

只剩下了买菜。

去年回家的时候听同学说，她的孩

子已经五岁了，马上就要上小学。我不

知道她当了母亲，会怎样教育自己的孩

子。但是她本来可以拥有更多的人生选

择，终究是被她母亲的短视和自己的懒

惰给抹杀了。

孩子在能自主了解这个世界之前，

对于世界的认知都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

。父母的眼界有多广，孩子的眼中的世

界就有多大。

一个有格局的母亲，会在孩子说

“学xxx买菜又用不上”时，告诉 ta，

人生不是只有菜市场，还有更多、更好

的地方，需要你用这些知识去打开它们

的大门。

母亲的格局越大，孩子的人生就越

广阔。一个大格局的母亲，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

妻子好情绪，家庭氛围更温馨

陈乔恩在一档真人秀中坦言，幼时

母亲爱用巴掌打她，还会把枯树枝捆成

一把打到她流血，所以那个时候她经常

活在恐惧之中。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讲话，怕一

句说不好就会挨打；也害怕听到妈妈上

楼的声音，她把那称为“魔鬼的声音”

。

甚至在长大之后，陈乔恩心中还是

留着对母亲的恐惧，在说母亲经常打她

的事情之前，都要先回头确认一下母亲

是不是在身后。

因为母亲的坏情绪，陈乔恩家庭氛

围一直很紧张，这也让她小的时候活得

很孤僻，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跟

母亲的关系也非常疏离，20岁之前，都

没敢拉过妈妈的手。

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

斯· 科因曾做过一项研究，只要20分钟

，一个人就可以受到他人低落情绪的传

染。

人的恶劣情绪，就像病毒和细菌一

样具有传染性，当一个家中有一位成员

情绪不稳定时，整个家庭的氛围便会迅

速变差。

又由于女性的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

性，所以，妻子的情绪往往决定了一个

家庭的温度。

如果妻子整天唉声叹气，遇到小事

就爆发，那么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会活

得心惊胆战，家庭氛围也会变得冰冷紧

张。

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人，是很难感

受到幸福的。

好情的妻子，才能将自身的能量传

递给家人，让家庭气氛变得温馨平和，

让家人活得幸福，快乐。

在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周

星驰和刘嘉玲饰演一对恩爱夫妻。

两个人每次争吵，刘嘉玲饰演的妻

子都会努力克制情绪，不大吵大闹，而

是平静地问丈夫一句：

“你饿不饿，不如我煮碗面给你吃

。”

而这时候，丈夫也会立刻意识到自

己失控的情绪，给妻子一个深深的拥抱

。两人便立刻和好如初，家庭关系也比

以往更加和谐。

妻子的稳定情绪，是家庭和谐的基

石。

婚姻问题专家爱默生· 艾格里奇博

士在30多年的婚姻咨询工作中发现了经

营家庭和婚姻的真谛——爱与尊重。

如果一个丈夫不爱妻子，妻子则不

会尊重他；反过来，如果一个妻子不尊

重丈夫，丈夫则不会爱妻子，于是婚姻

就会陷入一个“疯狂怪圈”。

所以，想要伴侣温柔体贴，想要家

庭温馨和睦，身为丈夫，就要先从源头

做起——给予妻子足够多的爱。

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当妻子感受

到了足够的爱，觉得自己选对了丈夫，

自然就会尊重丈夫，体贴丈夫，婚姻家

庭才会变得越来越美满。

所谓“先有好丈夫，后有好妻子”

就是这个道理。

婚姻，说到底都是一场将心比心。过

日子，靠的就是相互尊重，相互心疼。

希望每一位男性，都既能选对好妻

子，也能成为好丈夫。

人生最好的投资：选对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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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股整體表上周美股整體表
現強勁現強勁，， 能源和科技股領漲能源和科技股領漲。。石油自二月份以來首次連續兩週石油自二月份以來首次連續兩週
上升上升，，主要原因在於石油公司大規模減產降低供應主要原因在於石油公司大規模減產降低供應，，而需求隨著而需求隨著
經濟重啟會逐漸增強經濟重啟會逐漸增強。。宏觀經濟層面宏觀經濟層面，， 四月就業報告顯示又有四月就業報告顯示又有22
千萬工作崗位流失千萬工作崗位流失，，但目前但目前8080%%的崗位流失為暫時性的的崗位流失為暫時性的，，有望在有望在
經濟重啟後回歸正常經濟重啟後回歸正常。。標普標普500500已從已從33月底的谷底回漲了一半月底的谷底回漲了一半，，

納斯達克表現優異納斯達克表現優異，，已收復今年所有損失並在上週實已收復今年所有損失並在上週實
現了正收益現了正收益。。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433124331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66%%，，年跌幅年跌幅1414..77%%），），標普標普500500指指
數收盤數收盤29302930點點（（週漲幅週漲幅33..55%%，，年跌幅年跌幅99..33%%），）， 納斯納斯
達克收盤達克收盤91219121點點（（週漲幅週漲幅66%%，，年漲幅年漲幅11..77%%）。）。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由於疫情傳播減緩及政府採取激進的救市方案，市場

的聚焦點已從當前轉向了未來，目前投資者信心回升，
導致市場整體回暖。此次熊市會持續多久？分析師認為
，隨著疫情還未有解決方案，經濟重啟目前還不是全國
范圍而是分區域分階段小規模試行，也有可能出現重啟
後又暫停的局面，所以市場的恢復不會是直線上升，而
更可能是曲折中向上。消費者在經濟逐步恢復後也會更

加謹慎，不會在短期內立刻恢復到之前的消費水平。美國歷史上幾
次嚴重的經濟衰退平均持續時間為14個月。由於此次衰退的直接原
因是外部特殊事件（疾病、戰爭、自然災害等）而非經濟基本面本
身的問題，所以此次熊市預計會有更快的恢復過程。不過即使經濟
完全重啟，人們生產生活也不會完全回到過去，某些行業會持續受
到打擊，有的行業卻會蒸蒸日上，新的日常會取代舊的日常，世界
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在美國，個人消費佔據了GDP的70%，勞動就業市場的情況決
定了家庭收入和消費者信心，也是判斷經濟恢復快慢的重要因素。
上週五更新的就業數據表明，4月份有2千萬工作崗位流失， 這導致
了失業率上升至14.7%，達到80年以來的新高，預計在未來幾個月
可能會達到20%。高失業率讓人憂心忡忡，不過80%的失業目前看來
是暫時性失業，隨著經濟重啟及政府救市的3萬億資金下放到個人
和企業後，消費需求預計會逐漸回歸。

前目前我們面臨著兩個恢復—經濟恢復和股市恢復。通常這兩
個是相輔相成，但在目前特殊情況下， 經濟和股市是有所脫節的。
雖然最新經濟數據很糟糕，如GDP負增長和失業率飆升，但股市卻
從4月初至今一個月時間上漲了12%。其原因是經濟基本面數據反映
的是過去發生的情況， 而投資市場反映的是對未來的預期。當2-3
月份時失業率還處於50年新低的3.5%時，股市迅速下跌34%，因為
當時市場看到的是即將到來的疫情大爆發對經濟和企業的打擊。如
今雖然疫情數據每日還在增長，但市場的聚焦已經轉移到了經濟重
啟後的2020下半年及2021年，所以比之前更加積極樂觀。當然，對
於廣大投資者來講，保持積極樂觀的長期投資心態的同時也要有合
理的收益預期。經濟復甦的未來是必然的，只是這一複甦之路會是
中長期的過程，短期之內會有很多影響投資收益的因素。投資者需
要保持投資組合中不同產品的合理多樣化搭配，尋求適度的風險，
及時觀察市場動態做出必要的投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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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週一上截止到週一上
午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263512635 人人,, 330330 人死亡人死亡,, 46464646 人痊人痊
癒癒。。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3886938869 人人，，
10881088 人死亡人死亡。。全美感染人數全美感染人數 11,,
371371,,677677 ，， 8080,,910910 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從從33月月1515日在福遍地區開始日在福遍地區開始
發現冠狀病毒以來發現冠狀病毒以來，，大休斯頓地大休斯頓地
區實行了一系列的防護和遏制病區實行了一系列的防護和遏制病
毒的措施毒的措施，，但是從目前來看但是從目前來看，，病病
毒感染數量每日仍然呈上升趨勢毒感染數量每日仍然呈上升趨勢
，，再加上經濟重啓正在實施當中再加上經濟重啓正在實施當中
，，醫療機構提出警告醫療機構提出警告，，希望民眾希望民眾
提高自我防護意識提高自我防護意識，，繼續做好社繼續做好社
交距離和保持好的衛生習慣交距離和保持好的衛生習慣。。

兩個最新的可以車上檢測病兩個最新的可以車上檢測病
毒的地點在蒙哥馬利郡毒的地點在蒙哥馬利郡（（MontMont--
gomery Countygomery County）） 投入使用投入使用，，這這

兩個由商家兩個由商家 KrogerKroger 贊助的免費贊助的免費
檢測地點將為有症狀的居民以及檢測地點將為有症狀的居民以及
健康護理工作者提供檢測健康護理工作者提供檢測。。

時 間時 間 99 a.m. -a.m. - 44 p.m. Mayp.m. May
1212--1414

地 點地 點 Bear Branch SportsBear Branch Sports
Field,Field, 52055205 Research Forest Dr.,Research Forest Dr.,
The Woodlands.The Woodlands.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哈瑞斯郡縣推出哈瑞斯郡縣推出
一項信息查詢一項信息查詢，，通過郵政編碼就通過郵政編碼就
可以了解所在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可以了解所在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的數量以及分佈的數量以及分佈，，盡管這個數據盡管這個數據
庫可以讓更多的居民了解疫情狀庫可以讓更多的居民了解疫情狀
況況，，也有利於政府部門做出正確也有利於政府部門做出正確
的應對措施的應對措施，，但是但是，，也會給病毒也會給病毒
感染集中的地區居民帶來恐慌感染集中的地區居民帶來恐慌。。

有關詳情請查閱有關詳情請查閱：：
https://publichealth.harhttps://publichealth.har--

riscountytx.gov/Resources/riscountytx.gov/Resources/
20192019-Novel-Coronavirus-Novel-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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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為協助受新冠病毒（COV-
ID-19）影響的家庭，華美銀行向移民鄰里救
助基金（Immigrant Neighbor Fund）捐贈1百
萬美元。這項籌款總額設定在4百萬美元的
基金由亞美投票組織APIAVote、任務資產基
金（Mission Asset Fund） ，以及Voto 拉丁裔

基金會共同成立，旨在為受新冠病毒影響、
但無法從紓困法案（CARES Act）中受益的家
庭提供財務援助。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
建民（Dominic Ng）表示： 「40多年前，華
美銀行成立的宗旨便是服務移民社區。在這
段充滿挑戰的時期，我們將堅守初衷，秉承
華美銀行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為無法從政
府紓困項目中獲益的民眾提供財務援助。」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許多家庭中的成
員正努力不懈地奮戰在前線，為維持我們的
社會和經濟持續運轉、保障普通民眾生活而
默默奉獻，其中包括服務業的從業人員、醫
療保健專業人員、食品服務人員，以及農業
工人。這些人群往往被暴露在感染新冠病毒

的高風險下，而保護他們免受經濟衝擊是華
美銀行義不容辭的責任。欲瞭解更多有關移
民鄰里救助基金的詳情，可發送電子郵件至
danny@votolatino.org。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
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4百59億美元，
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25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
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
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
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
在北京、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此外，華美銀行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
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
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
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向移民鄰里救助基金華美銀行向移民鄰里救助基金
（（Immigrant Neighbor FundImmigrant Neighbor Fund））捐贈捐贈11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為受新冠病毒影響的家庭提供財務援助為受新冠病毒影響的家庭提供財務援助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溫馨信息溫馨信息
中國東方航空中國東方航空55月國際航班計劃公告月國際航班計劃公告

尊敬的旅客：
自 2020 年 5 月 3 日 0 時至 5 月

30日24時，東航、上航每周可執行
國際航線共計20條，其中涉及上海
航線16條，昆明航線3條，南京航
線1條。具體航班計劃如下（以當
地時間為準）：

*以上航班計劃可能會有所變
化，請以銷售系統顯示為準

相關票務方面安排如下：
聯系方式
1.原購票渠道（旅行社、代理

點，攜程、飛豬等第三方平臺網站

等）
2.東航客服熱線：95530（ 24

小時·全年無休）（從中國撥打的
情況）

3. 東 航 客 服 熱 線 ：
0086-21-20695530（從海外撥打的
情況）

4.東航官方微信(微信號:中國東

方航空)，輸入並發送“人工”轉接
處理

航班動態查詢
1.登陸“東航官網(www.ceair.

com) → 航班動態”
2.登陸“東方航空APP手機客

戶端 → 航班動態”
3.撥打客服熱線95530，按中文

服務“ 1號鍵”進入AI智能“航班
動態”檢索

4.關註“中國東方航空”官方
微信，選擇“航班服務 → 航班動態
”

敬請留意並妥善安排行程。感
謝您的理解與支持！

* 資料來源: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

去程 回程

MU 207/208 上海（浦东）= 多伦多 周五 周六

MU 587/588 上海（浦东）= 纽约（肯尼迪） 周二 周三

MU 551/552 上海（浦东）= 伦敦（希思罗） 周四 周五

MU 771/772 上海（浦东）= 阿姆斯特丹 周日 周一

MU 553/570 上海（浦东）= 巴黎（戴高乐） 周六 周日

MU 219/220 上海（浦东）= 法兰克福 周一 周二

MU 779/780 上海（浦东）= 奥克兰 周二 周三

MU 561/562 上海（浦东）= 悉尼 周一 周三

MU 5041/5042 上海（浦东）= 首尔（仁川） 周五 周五

MU 523/524 上海（浦东）= 东京（成田） 周五 周五

MU 563/564 上海（浦东）= 德里 周四 周五

FM 885/886 上海（浦东）= 吉隆坡 周日 周日

MU 211/212 上海（浦东）= 马尼拉 周二 周三

MU 567/568 上海（浦东）= 新加坡 周四 周四

MU 231/232 上海（浦东）= 科伦坡 周五 周五

MU 759/760 上海（浦东）= 金边 周二 周三

南京 亚洲 MU 2803/2804 南京 = 曼谷 周日 周日

MU 2031/2032 昆明 = 仰光 周三 周三

MU 2035/2036 昆明 = 达卡 周四 周四

MU 2589/2590 昆明 = 万象 周五 周五

上海

北美

欧洲

澳新

亚洲

昆明 亚洲

出入境

口岸 区域 航班号 航线

周班次

(当地时间)

去程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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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771/772 上海（浦东）= 阿姆斯特丹 周日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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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5050個家庭接收嬰兒配方奶粉個家庭接收嬰兒配方奶粉、、尿布尿布、、濕巾和相關用品的捐贈濕巾和相關用品的捐贈,,
其中學生是有幼兒的父母其中學生是有幼兒的父母。。許多年輕家庭正在與冠狀病毒大流許多年輕家庭正在與冠狀病毒大流
行造成的經濟挑戰行造成的經濟挑戰,,國際管理區和國際管理區和H-E-BH-E-B合作提供這些專案合作提供這些專案

國會議員阿爾國會議員阿爾··格林格林 出席盛會出席盛會

國際區長李蔚華國際區長李蔚華,,州眾議員伍修伯州眾議員伍修伯,, 休士頓市議員蒂芙尼休士頓市議員蒂芙尼··湯瑪湯瑪
斯斯 和國際管理區的官員一起出席和國際管理區的官員一起出席 捐贈捐贈

國際區長李蔚華國際區長李蔚華,,州眾議員伍修伯感謝州眾議員伍修伯感謝
H-E-BH-E-B能共襄盛舉能共襄盛舉

阿利夫獨立學區代表將代表阿利夫獨立學區代表將代表5050個家庭接收嬰個家庭接收嬰
兒配方奶粉兒配方奶粉、、尿布尿布、、濕巾和相關用品的捐贈濕巾和相關用品的捐贈,,

接受的學生有些已經是接受的學生有些已經是 有幼兒的父母有幼兒的父母

國際區長李蔚華國際區長李蔚華 與與 民選官員的出席下民選官員的出席下,,阿利夫獨立學區代表阿利夫獨立學區代表
頒發營養品頒發營養品tt5050位位 阿利夫獨立學區學生阿利夫獨立學區學生

作為家長的作為家長的 AISDAISD 學生將不參加學生將不參加 預防感染預防感染

20202020年年55月月88日星期五上午日星期五上午1111點點 國際管理國際管理
區總部所在地貝萊爾大道區總部所在地貝萊爾大道1136011360號辦公樓號辦公樓

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挑戰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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