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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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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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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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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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20年6月4日       Thursday, June 4, 2020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6月5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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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聯匯不是美予港“特殊待遇”
香港金管局：港區國安法不會改變港金融體系

金管局以事實證香港金融穩定
●港元貶值？

○事實：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只是輕微回軟至 7.7578，距離
7.7500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

●資金流走？

○事實：根據數間大銀行所提交的最新數據，過
去數天的存款保持穩定，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
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銀行體系

●美元緊絀？

○事實：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乏
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

●外資撤走？

○事實：香港一直是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窗
口，現時外資金融及其他機構的中國內地股票
和債券投資當中，有超過一半是透過香港進
行，對以回報為主的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來
說，香港仍然具有獨特優勢和吸引力，是外資
投資內地市場的首選渠道

●實施資本管制？

○事實：香港是自由港，在聯匯機制下，貨幣可
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明確規定香港不
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流動。市民可以
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置，毋須為一些
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的反應或輕率的
決定

●聯匯無法支持？

○事實：聯繫匯率有高達4,400多億美元的外匯
儲備作為堅實後盾，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兩倍
多；香港銀行體系資本雄厚(資本充足比率為
20% )、流動資金充裕 (流動覆蓋比率為
160%)、資產質素良好(壞賬率僅為0.6%)，在
國際上均屬非常穩健的水平

●美國可取消香港聯匯？

○事實：聯匯制度是香港自行制定的貨幣制度，
時間遠早於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
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法》，聯匯制度並不是
《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遇”

●美國可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事實：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
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
區以至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
管理、貿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
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
香港金融制度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
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
投資者對使用美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余偉文表示，每當市場出
現不穩定因素時，往往會有很多傳聞或謠言，
他希客觀的事實和數據能令大家對香港的金融
穩定保持信心，不要自亂陣腳。他指，還記得
去年社會事件期間，有不少有關聯繫匯率、走
資的傳言，甚至有一些所謂“專家”呼籲賣出
港元換美元。事實證明這些謠言不攻自破，其
後陸續有資金流入，港元更升值至強方兌換保
證，這些“專家”和一眾跟風的炒家都要損手
離場。他又說，香港是自由港，在聯繫匯率的
機制下，貨幣可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
明確規定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
流動。市民可以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
置，毋須為一些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
的反應或輕率的決定。
余偉文續指，在過去眾多困難發生的情況

下，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能展現強勁的韌力，港
交所繼續成為全球集資額最多的交易所，“滬
港通”的交投量翻了一倍，“債券通”的成交
更翻了兩倍，這些都說明香港仍然是國際投資
者投資內地金融市場的首選。

去年唱淡港元
炒家虧本離場

美國日前表示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

位，金融市場對此產生不少疑慮甚至錯誤看

法，為釋除市場憂慮，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2日以事實逐一澄清相關疑慮及謬誤。他

指，銀行數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

港元或銀行體系；聯匯是香港的自設制度，

不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

遇”；同時，香港為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

易中心，香港的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

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不能禁止香

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余偉文2日在題為“以事實為本看金融穩
定”的《匯思》文章中表示，上周末美國

提出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有關具體細節仍未公
布，近日社會輿論有談及聯繫匯率是否穩固，以
及是否需要兌換美金以作避險，社會各界憂慮香
港將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考
量整體形勢時，大家必須認清事實，才能有客觀
的分析。他指出，制定港區國安法不會對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體系帶來任何轉變。金管局也累積了
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有信心和決心去維護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穩定。

港匯保持穩定 未見大量走資
余偉文進一步解釋，過去數天，港元市場一

直運作正常，港元息率維持低企，港元匯價保持
穩定，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亦只是輕微回軟至7.7578，距離7.7500
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根據數間大銀行所
提交的最新數據，過去數天的存款亦保持穩定，
這些均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
銀行體系。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
乏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整
體而言，金融市場繼續暢順有序運作，反映市場
對聯繫匯率的信心，而這是建基於聯匯制度清

晰、透明和行之有效。
另外，有一些輿論指美國的《香港政策

法》有提及港元與美元的兌換，擔心聯匯制度
會否被“單方面取消”，甚至有人言之鑿鑿，
指可以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余偉文指
出，香港與其他地區一樣，可自行制定貨幣制
度，包括匯率政策。事實上，香港在1983年10
月已推行聯匯制度，時間上遠早於美國國會在
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
法》，所以聯匯制度並不是《香港政策法》給
予的“特殊待遇”，而是香港基於自身對金融
和貨幣穩定所需而設立，不會因為外國對香港
的政策而改變。

衝擊港金融制度將令全球震盪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全球

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區以至
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管理、貿
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金
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
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
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使用美
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故此，他認為，
發生極端情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應該心中有
數。

■■余偉文余偉文22日以事實逐一日以事實逐一
澄清澄清，，釋除金融市場對港釋除金融市場對港
疑慮及謬誤疑慮及謬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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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匯不是美予港“特殊待遇”
香港金管局：港區國安法不會改變港金融體系

金管局以事實證香港金融穩定
●港元貶值？

○事實：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只是輕微回軟至 7.7578，距離
7.7500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

●資金流走？

○事實：根據數間大銀行所提交的最新數據，過
去數天的存款保持穩定，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
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銀行體系

●美元緊絀？

○事實：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乏
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

●外資撤走？

○事實：香港一直是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窗
口，現時外資金融及其他機構的中國內地股票
和債券投資當中，有超過一半是透過香港進
行，對以回報為主的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來
說，香港仍然具有獨特優勢和吸引力，是外資
投資內地市場的首選渠道

●實施資本管制？

○事實：香港是自由港，在聯匯機制下，貨幣可
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明確規定香港不
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流動。市民可以
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置，毋須為一些
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的反應或輕率的
決定

●聯匯無法支持？

○事實：聯繫匯率有高達4,400多億美元的外匯
儲備作為堅實後盾，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兩倍
多；香港銀行體系資本雄厚(資本充足比率為
20% )、流動資金充裕 (流動覆蓋比率為
160%)、資產質素良好(壞賬率僅為0.6%)，在
國際上均屬非常穩健的水平

●美國可取消香港聯匯？

○事實：聯匯制度是香港自行制定的貨幣制度，
時間遠早於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
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法》，聯匯制度並不是
《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遇”

●美國可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事實：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
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
區以至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
管理、貿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
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
香港金融制度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
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
投資者對使用美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余偉文表示，每當市場出
現不穩定因素時，往往會有很多傳聞或謠言，
他希客觀的事實和數據能令大家對香港的金融
穩定保持信心，不要自亂陣腳。他指，還記得
去年社會事件期間，有不少有關聯繫匯率、走
資的傳言，甚至有一些所謂“專家”呼籲賣出
港元換美元。事實證明這些謠言不攻自破，其
後陸續有資金流入，港元更升值至強方兌換保
證，這些“專家”和一眾跟風的炒家都要損手
離場。他又說，香港是自由港，在聯繫匯率的
機制下，貨幣可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
明確規定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
流動。市民可以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
置，毋須為一些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
的反應或輕率的決定。

余偉文續指，在過去眾多困難發生的情況
下，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能展現強勁的韌力，港
交所繼續成為全球集資額最多的交易所，“滬
港通”的交投量翻了一倍，“債券通”的成交
更翻了兩倍，這些都說明香港仍然是國際投資
者投資內地金融市場的首選。

去年唱淡港元
炒家虧本離場

美國日前表示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

位，金融市場對此產生不少疑慮甚至錯誤看

法，為釋除市場憂慮，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2日以事實逐一澄清相關疑慮及謬誤。他

指，銀行數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

港元或銀行體系；聯匯是香港的自設制度，

不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

遇”；同時，香港為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

易中心，香港的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

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不能禁止香

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余偉文2日在題為“以事實為本看金融穩
定”的《匯思》文章中表示，上周末美國

提出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有關具體細節仍未公
布，近日社會輿論有談及聯繫匯率是否穩固，以
及是否需要兌換美金以作避險，社會各界憂慮香
港將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考
量整體形勢時，大家必須認清事實，才能有客觀
的分析。他指出，制定港區國安法不會對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體系帶來任何轉變。金管局也累積了
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有信心和決心去維護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穩定。

港匯保持穩定 未見大量走資
余偉文進一步解釋，過去數天，港元市場一

直運作正常，港元息率維持低企，港元匯價保持
穩定，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亦只是輕微回軟至7.7578，距離7.7500
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根據數間大銀行所
提交的最新數據，過去數天的存款亦保持穩定，
這些均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
銀行體系。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
乏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整
體而言，金融市場繼續暢順有序運作，反映市場
對聯繫匯率的信心，而這是建基於聯匯制度清

晰、透明和行之有效。
另外，有一些輿論指美國的《香港政策

法》有提及港元與美元的兌換，擔心聯匯制度
會否被“單方面取消”，甚至有人言之鑿鑿，
指可以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余偉文指
出，香港與其他地區一樣，可自行制定貨幣制
度，包括匯率政策。事實上，香港在1983年10
月已推行聯匯制度，時間上遠早於美國國會在
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
法》，所以聯匯制度並不是《香港政策法》給
予的“特殊待遇”，而是香港基於自身對金融
和貨幣穩定所需而設立，不會因為外國對香港
的政策而改變。

衝擊港金融制度將令全球震盪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全球

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區以至
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管理、貿
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金
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
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
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使用美
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故此，他認為，
發生極端情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應該心中有
數。

■■余偉文余偉文22日以事實逐一日以事實逐一
澄清澄清，，釋除金融市場對港釋除金融市場對港
疑慮及謬誤疑慮及謬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年6月3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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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據中

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

（下稱“中國海油”）消息，中國最大

水深海底管線鋪設項目——陵水17-2氣

田海管鋪設首階段作業近日在南海西部

海域順利完工。此次施工最大水深

1,542米，創造了中國海底管線鋪設水

深的新紀錄。據悉，陵水17-2氣田預計

於2021年投產，每年將為粵港瓊等地穩

定供氣30億立方米，可滿足大灣區四分

之一的民生用氣需求。

南海西部海域氣田料明年投產 可供大灣區四分之一民生用氣
中國最深海底管線鋪設完工
=1
�	

海底管線是海上油氣輸送的“大動脈”，被喻
為海洋油氣生產系統的“生命線”。

海管鋪設是檢驗一個國家海洋油氣工程行業整
體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大於1,500米的深水區
海管鋪設核心技術，一直被少數國際石油工程
公司所壟斷。

已攻關技術 保能源安全
據悉，此次海管鋪設作業是中國首個深水自營

大氣田——陵水17-2氣田整體開發項目之一，創造
了中國海底管線鋪設水深的新紀錄，標誌着中國深

水油氣資源開發能力再獲重大突破，對保障國家能
源安全、支撐海洋強國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首創深水萬噸級儲油半潛平台
中國海油工程副總裁于長生表示，陵水17-2

氣田海底管線項目是中國首個水深超過1,500米
的深海油氣開發項目；面對技術和經驗的雙重挑
戰，中國海油全力對深水管線的拉伸、衝擊、硬
度、晶粒度、低溫韌性等各項特性性能進行精心
設計和技術攻關，通過改進加工工藝、調整尺寸
偏差、對坯料熔煉分析及水壓試驗等全過程監督

檢測，摸清了深水海底管線的超高精度、表面質
量防腐和抗氧化能力相關要求。

此次鋪設海管的陵水17-2氣田是中國近年重要
的油氣發現之一——中國海油於2014年鑽獲，探明
地質儲量超千億方，氣田距海南島150公里。該項
目將在全球首創世界首例深水萬噸級儲油半潛平台
的開發模式，形成中國海上深水氣田高效開發技術
體系。

中國海油董事長汪東進表示，突如其來的新冠
肺炎疫情和低油價挑戰沒有影響公司加大國內油氣
勘探開發的步伐。中國海油正全力推進陵水17-2、

渤中19-6等一批重大工程和油氣開發項目建設。
中國海油湛江分公司副總經理尤學剛說，除海

底管線鋪設作業外，陵水17-2氣田的開發井作業、
生產平台建造等開發項目也正在緊張推進。

中國石油大學教授劉毅軍表示，20多年來，中
國不斷向香港提供各種能源，為港解決能源之憂。

“即便在2004年至2014年之間，中國處於對
天然氣產業鏈快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天然氣整體
需求超過發展速度的15%。在中國整體供氣緊張的
前提下，我們依然優先保障香港的能源供應，且多
年來只增不減。”

◀中國最大水深海底管線鋪設項目首階段作業近日順利完
工。圖為參與此次作業的深水鋪管起重船。 網上圖片

▲除海底管線鋪設作業外，陵水17-2氣田的開發井作業、生
產平台建造等開發項目也正在緊張推進。圖為該項目的工作
人員在作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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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人上街六萬人上街﹐﹐休城示威活動和平進行休城示威活動和平進行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2
日為了佛洛伊德事件在休斯
頓市中心舉行了大規模的示
威遊行﹐當天估計有6萬民眾
上街紀念與示威﹐而警方表示
﹐只少極少數的人遭到逮捕﹒
警方指出﹐沒有關於搶劫的報
導﹐也沒有關於受傷﹑損壞或
砸碎窗戶的回報﹒休斯敦警
方隨後在推特上發布推文﹐稱
他們在整個下午和晚上在市
區逮捕了 200 多人﹐因為「從

事犯罪行為﹐包括向警官投擲石塊和酒
瓶﹒」
「考慮到我們社區中成千上萬的人今天
進行和平遊行和示威﹐這個逮捕人數非
常低﹒我們沒印象有任何重大財產損失
或人身傷害﹒」
此次遊行﹐包括佛洛伊德的家人﹑饒舌歌
手Bun B與Trae Tha Truth﹑休斯頓市長
等地方官員都參與其中﹒民眾手舉標語
﹑高呼口號「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抗
議警察執法不公﹐並以單膝下跪的姿勢﹐為
佛洛伊德默哀數分鐘﹒

警民也有一度爆發緊張關係﹐在與警察的
短暫對峙中﹐一名抗議者試圖促進兩族之
間的和平﹒參與民眾賈斯汀·詹姆斯·瓊斯
（Justin James Jones）通過擴音器對抗議者
說﹕「我們出來是為了紀念和尊重喬治·
弗洛伊德﹒」「我們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
歷史﹒我們不會搞砸﹒我們希望你們所
有人繼續走下車來﹒」
傍晚時分﹐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告訴人們﹐在和平遊行之後應回
家並清理該地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隨著六月一到﹐「颶
風季」也進入開端﹒截至3日上午﹐美東岸
今夏第一個熱帶氣旋Cristobal 已形成﹐目
前在墨西哥東部以時速60英裏/小時移動
﹒預計Cristobal將在本週末將開始向北部
墨西哥灣移動﹒
德州部分地區目前被涵蓋至氣旋範圍內﹐
因此隨著這個氣旋往北移動﹐當地民眾也
要更加留意﹐預測到了本周日﹐氣旋靠近墨
西哥灣時﹐風速將對達到 65 英裏/小時﹒
根據國家颶風中心的預估路徑﹐德州東部
地區將會受到影響﹒
從維拉克魯茲（Vera Cruz）到東部的墨西
哥海岸線﹐目前都發布了熱帶氣旋警告﹒

根據氣象指出﹐氣旋在形成初期動向仍難
以掌握﹒預計未來幾天﹐墨西哥南部的降
雨量將高達 15 英寸﹒到時恐發生嚴重的
洪水和泥石流﹒
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也在五月初
的記者會上提醒﹐「颶風季節」從6月1日開
始﹐郡政府已經於本周開始組織防災小組
﹒並指出﹐居民民應該做到以下叁點﹐來達
到防範勝於未然的效果﹕
第一﹐檢查自己的保險範圍是否有包含水
災﹐避免財務損失
第二﹐熟悉並規劃好居住地區的逃生路線
第叁﹐確保逃生用品與防疫用品都充足﹒
此外﹐她也指出根據官方消息﹐今年颶風季

可能形成 6 至 7 個颶
風﹐其中又以 3 個為
主﹒此外﹐哈裏斯郡
健康部門也指出﹐除
了要當心颶風﹐也要
小心蚊子出沒﹒
伊達戈爾表示﹕「颶風
不會等沒事的時候才
來﹐水災也不會因為
疫情大流行當頭就不
發生﹒」因此指出民眾
務必也對颶風季節做
好防災準備﹒

熱帶氣旋熱帶氣旋CristobalCristobal登墨登墨﹐﹐哈里斯郡長提醒做到這三點哈里斯郡長提醒做到這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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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像我一樣
的醫生與眾多其他醫療專業人士，
現在正為治療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
而努力不懈。而你所能夠提供的最
佳協助方法，就是待在家中、勤洗
手，以及不要吸煙或吸電子煙。

這裡有三個很好的理由，讓你
了解為何現在就該停止吸煙或吸電

子煙：
1. 吸 煙 會

讓發展成呼吸道
感染的風險加倍
。

• 在 一 項
研究中，將 5 種
呼吸道病毒(包括
冠狀病毒)中的 1
種，以液體形式
各滴入 391 名健
康的自願測試者
鼻內。相較之下

，有吸煙比不吸煙的自願測試者發
生感染的可能性高出兩倍。眾所周
知，吸煙會減弱人體的免疫系統及
抵禦感染的能力。

2. 吸煙會讓新冠肺炎病情加
重的風險翻倍。

• 在迄今已發表對於 5項研
究的評論中， 吸煙最有可能與新

冠肺炎病情加重有所關聯。在一項
針對 1,099 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最大
型研究中， 吸煙人群較不吸煙人群
有 2.4 倍的可能性讓病情變得更加
嚴重，例如被送往重症加護病房、
需要呼吸機、逐漸死亡等。吸煙會
導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和其
他可能導致嚴重疾病的健康問題。
2 即使已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或心臟病，戒煙仍然有助
於你的健康。

3. 吸電子煙也會損害肺部健
康。

• 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電
子煙裝置所產生的氣霧，會損害肺
部細胞及器官，並讓人體抵抗呼吸
道感染的能力變糟。 最近爆發的電
子煙或是與吸電子煙產品相關的肺
部損傷，受到影響的主要是年輕族
群，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
議題。

若想停止吸煙或停止吸電子煙
，你可以獲得免費協助！我們深知
目前正是艱難時期，但這也是你能
控管健康的絕佳大好機會。無論你
是第一次還是第 11 次嘗試戒煙，
ASQ華語戒煙專線都可為你提供支
援協助。戒煙顧問將通過電話諮詢
，協助你或你所摯愛的親友制定個
人化戒煙計劃。如果
能在這段時期，與親
切的顧問一起解決關
於如何戒煙的壓力和
焦慮，就真是太好了
！戒煙顧問也可以與
你討論包括戒煙貼片
、口香糖或錠劑等有
助控制煙癮的非處方
藥物，你還可能符合
資格獲得特別優惠，
收到可寄送到府的免
費戒煙貼片。

維持無煙住家也同時能保護他
人。二手煙會讓不吸煙者的肺部健
康狀況變得更糟，對於兒童來說更
是如此。2 如果你並非吸煙者，也
可聯繫ASQ華語戒煙專線，以了解
如何幫助摯愛的親友戒煙或戒電子
煙。

對於你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及
社區的健康而言，無煙及
無煙草，其實就和洗手及
遮住咳嗽一樣都相當重要
。

撰文：

Elisa Tong 醫學博士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內科
副教授
CA Quit項目總監

保護自己免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侵害保護自己免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侵害：：

立 即 停 止 吸 煙 或 吸 電 子 煙立 即 停 止 吸 煙 或 吸 電 子 煙

【華府新聞日報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
，新冠病毒意味著要在家裡呆很長時間。 儘
管聽到很多活動被迫取消可能會令人失望，
但這些措施對於幫助減緩疫情爆發的蔓延是
必要的。 與此同時，這次意外的宅家期間給
予我們機會做出一些積極的改變，無論是開
始做運動、多注意飲食健康、還是好好休息
。 如果您吸煙或使用電子煙，最重要而又最
及時的更改之一就是戒煙。

根據美國衛生部長的報告，吸煙會削弱
免疫系統，使人體更難以抵抗疾病。 香煙含
有 7000 多種化學物質，其中 70 種會引起癌症
。 抽煙產生的煙霧或使用電子煙產生的氣溶
膠會攻擊上呼吸道，這與冠狀病毒的作用相
同。 對於已經因吸煙或使用電子煙而使呼吸
系統受損的人，如果感染了該病毒，他們的

COVID-19 病情可能會更為嚴重。
目前，還沒有針對 COVID-19 的特效藥

或疫苗。因此增強自身的免疫系統對於反擊
病毒極其重要。增強免疫系統，首先要養成
健康的生活習慣，例如：睡眠要充足、身體
勤鍛煉、食物富營養、盡情多喝水、壓力懂
舒緩。 戒煙和戒電子煙是增強免疫系統的另
一種方法。《華語戒煙專線》的電話諮詢，
無論單獨使用或配合 FDA 批准的戒煙輔助藥
物一起使用都會增加成功戒煙的機率。

在這充滿挑戰的時期，仿佛全國都按下
了暫停鍵。 但是， ASQ《華語戒煙專線》
仍然堅守在第一線。 我們在這裡為吸煙者和
電子煙使用者，他們的朋友和家人，社區合
作夥伴以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提供支持。請
致電 1-800-838-8917 或在我們的網站 www.

asq-chinese.org登記。
戒煙和戒電子煙並不容易。關鍵是永不

放棄。 ASQ 《華語戒煙專線》向符合條件的
吸煙者免費提供兩周的尼古丁貼片，我們會
在您戒煙的一路上陪伴您，鼓勵並提供有效
的策略來支援您的戒煙嘗試。 我們也為已經
戒煙但仍在努力保持戒煙的人士提供幫助。

如果您不吸煙也不使用電子煙，但是有
興趣瞭解如何幫助別人去戒。請致電 ASQ
《華語戒煙專線》1-800-838-8917 和我們聯
繫。

關於 ASQ《華語戒煙專線》
1992 年 ， California Smokers’ Helpline

(CSH) 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SD) 家
庭醫學與公共衛生學教授，朱書宏博士創立
並帶領他的團隊在加州展開免費的戒煙服務

。提供服務的語言由英語、西班牙語而發展
至華語、韓語和越南語。2012 年開始，ASQ
《華語戒煙專線》在美國疾控中心(CDC)資
助下，服務範圍擴展至全美國的華語社區。
研究已經證明 ASQ《華語戒煙專線》的服務
可以倍增吸煙者戒煙的成功率。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美
國西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晚上 9:00pm （美
東時間早上 10:00am 至淩晨 12:00am）。今天
就打電話或線上登記！
• 國語、粵語 1-800-838-8917

www.asq-chinese.org
•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rean.org
•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org

ASQASQ 《《華語戒煙專線華語戒煙專線》》在新冠病毒在新冠病毒COVID-COVID-1919爆發期間堅守崗位爆發期間堅守崗位

嚴防病毒保身體嚴防病毒保身體，，居家戒煙好時機居家戒煙好時機

200605戒煙（繁體）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02020年年55月月2626日日，，美南山東同鄉會特別在友家美南山東同鄉會特別在友家Friend's KitchenFriend's Kitchen舉行舉行
醫療物資和午餐飯盒捐獻活動醫療物資和午餐飯盒捐獻活動，，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會長修宗明會長修宗明
、、副會長江岳副會長江岳、、陳文陳文、、理事太極大師楊俊義等出席理事太極大師楊俊義等出席。。接受捐贈的是接受捐贈的是
休斯敦中國城警察局工作在第一線的休斯敦中國城警察局工作在第一線的Commander B TienCommander B Tien、、第一個華第一個華
裔副局長裔副局長WT LiuWT Liu、、警官警官JS Chau\Constable PctJS Chau\Constable Pct55 警官警官JimmyJimmy等等。。

電影夢電影夢、、明星夢明星夢！！剛剛在根據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副社長秦鴻鈞單程機票劇剛剛在根據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副社長秦鴻鈞單程機票劇
本改編的電影中出演女主角之一的本改編的電影中出演女主角之一的Jenny ChenJenny Chen女士女士20202020年年55月月2626日來到休日來到休
斯敦北林城休斯廣場與著名藝術家李先生和世界名人網金融主任斯敦北林城休斯廣場與著名藝術家李先生和世界名人網金融主任、、投資理投資理
財專家財專家Kathy FanKathy Fan介紹自己的演藝規劃介紹自己的演藝規劃。。

20202020年年55月月2828日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主席喻斌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主席喻斌、、義工陳義工陳
宇雯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世華婦女企管協會休斯敦分會會長世華婦女企管協會休斯敦分會會長Nancy ChenNancy Chen、、
副會長王妍霞副會長王妍霞、、總會長黎淑英等將送餐一萬份總會長黎淑英等將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
募集的午餐盒送到哈里斯郡警長辦公室募集的午餐盒送到哈里斯郡警長辦公室，，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工作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工作
人員人員。。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學員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學員、、世華會理事印心堂心理輔導師蕭老世華會理事印心堂心理輔導師蕭老
師也在現場給警官們發放防護口罩和飯盒師也在現場給警官們發放防護口罩和飯盒。。

20202020年年55月月2828日晚日晚，，亞商會義工陳宇雯亞商會義工陳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將送餐一萬份將送餐一萬份
，，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金冠海鮮餐廳金冠海鮮餐廳Crowne Seafood)Crowne Seafood)送送
到到Katy Methodist HospitalKaty Methodist Hospital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護士們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護士們。。圖為圖為YvonneYvonne
在向醫院負責人特別介紹含有在向醫院負責人特別介紹含有5050多家餐廳的掃碼就可以節省多家餐廳的掃碼就可以節省1010%%的大的大
CouponCoupon本本。。

20202020年年55月月2929日中午和晚上日中午和晚上，，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亞商會義工陳宇亞商會義工陳宇
雯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記者記者YolandaYolanda等義工等義工，，將將
送餐一萬份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Tan TanTan Tan
RestaurantRestaurant和金冠海鮮餐廳和金冠海鮮餐廳Crowne Seafood)Crowne Seafood)送到送到MD AndersonMD Anderson 癌症中心癌症中心
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護士們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護士們。。

20202020年年55月月3030日晚日晚，，位於墨西哥灣的蓋沃斯頓島夕陽如火位於墨西哥灣的蓋沃斯頓島夕陽如火，，晚霞普照晚霞普照
，，整個海面變成了金色整個海面變成了金色。。疫情開放以來疫情開放以來，，不少華人和亞裔都喜歡前往不少華人和亞裔都喜歡前往
海邊和牧場等沒有人的地方旅行海邊和牧場等沒有人的地方旅行，，一方面繼續保持社交距離一方面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另一方另一方
面也可以飽覽大好河山面也可以飽覽大好河山，，做一次逆行之旅做一次逆行之旅。。德州廣闊大地地大物博德州廣闊大地地大物博，，
人口稀少人口稀少，，牧場公園幅員遼闊牧場公園幅員遼闊，，港口遍布港口遍布，，特別適合疫情期間不接觸特別適合疫情期間不接觸
、、保持距離等規範下的戶外旅行活動保持距離等規範下的戶外旅行活動。。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美航線也幾乎停飛中美航線也幾乎停飛。。
時尚達人楊丹妮藉著居家令在美國最適宜人時尚達人楊丹妮藉著居家令在美國最適宜人
居住的小城市糖城抓緊時間學習專業管理知居住的小城市糖城抓緊時間學習專業管理知
識識，，給自己充電給自己充電。。 20202020年年55月月2020日日，，她在自她在自
己的微信裡寫道己的微信裡寫道：：擼起袖子擼起袖子，，加油學加油學！！人生人生
難得幾回搏難得幾回搏！！顏值世界第一顏值世界第一，，蘭質慧心止不蘭質慧心止不
住通過自信的笑容溢出住通過自信的笑容溢出。。

20202020年年55月月3030日日，，西南管理區聯手休斯敦食西南管理區聯手休斯敦食
品 倉 庫 和品 倉 庫 和 JJ 區 市 議 員 愛 德 華 一 起 在區 市 議 員 愛 德 華 一 起 在
PlazaAmericaPlazaAmerica 廣場發放廣場發放 20002000 多份食品多份食品。。世界世界
名人網副總編名人網副總編、、休斯敦民樂團團長陳毓玲女休斯敦民樂團團長陳毓玲女
士特別趕來做義工士特別趕來做義工，，從早上從早上99點一直忙到下點一直忙到下
午午22點半點半。。這是陳毓玲與愛德華市議員在廣這是陳毓玲與愛德華市議員在廣
場合影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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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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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案投票6日
舉辦。警政署規劃支援500多名警力及高市警局
7000多名警力，加上民防和義警等協助，預估
將有8000多人投入，高市警察局並可隨時申請
支援機動警力。

罷韓案投票將設置1823處投開票所。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相關主管今天表示，每個投開票所
規劃進駐2名警力擔任維安警衛，並調度民防和
義警等協助，維護秩序和治安。

相關主管表示，警政署長陳家欽5月26日
到高市召開 「高雄市第三屆市長罷免案治安維護
工作聯合指揮所專案會議」 時，除宣示嚴正執法
及制裁暴力的決心，並同意調撥保安警察第五總

隊等500多名警力支援，並隨時進行滾動式檢討
調整支援機動警力，警政署接獲申請即全力支援
。

另外，為因應 「高雄市第三屆市長罷免案」
維安，高雄地檢署及橋頭地檢署已組成因應小組
，分別由雄檢檢察長莊榮松與橋檢檢察長洪信旭
擔任召集人，兩個地檢署主任檢察官也將於投票
當天分別率領檢察官進駐，以迅速因應投、開票
期間可能發生涉及刑事責任的各種突發狀況。

莊榮松已指示檢警對於罷免案投票，不分陣
營嚴正中立執法、全力排除不法，檢察官也會充
當警方後盾，一同維護投票秩序。民眾請保持理
性，切勿以身試法。

罷韓案投票日維安 高市規劃逾8000警力投入

（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今天起，在官
網公告再議終結的案件。高檢署表示，先前只
有在公布欄公告再議案件處理結果，考量律師
、當事人需求，即日起於網路公布，但僅限再
議終結案件。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聲請再議的情形包括
，告訴人不服不起訴或緩起訴，可聲請再議；
檢察官針對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案件，若認為嫌疑不足不起訴，而
無得聲請再議之人，則應依職權聲請再議。

上級檢察署若認為再議無理由，將予以駁

回，若認為再議有理由，則可命原檢察署續行
偵查，或命原檢察署起訴。

高檢署過去處理再議案件的結果，僅會以
紙本方式公告於公布欄，但屢屢接獲律師或當
事人反映希望有便民措施，考量各地檢署均已
於網路公告案件偵查結果，因此決定今天起於
官網公告再議終結的案件。

高檢署表示，官網僅會公布再議確定，亦
即駁回再議的案件，至於發回續查等未確定案
件則不會公告。

再議終結案件 高檢署3日起網路公告

（中央社）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公共托育中
心傳有托育員涉對幼兒掐脖子、甩墊子等虐童
情事。社會局長張錦麗今天表示，昨天派員到
現場了解後，已經將有不當行為的3名托育員
解聘。

新北市議會今天進行聯合審查議程，民主
進步黨市議員張維倩、張錦豪質詢指出，文林
公托中心竟有托育員涉嫌不當對待未滿3歲的
幼兒。

他們表示，根據家長提供的線上監控影片
，可以看到有托育員掐著小朋友脖子及往墊子
甩等涉虐情事，並質疑委外的業者不止承包一
處公托，要求社會局了解其他公托是否有類似
情況。

張錦麗指出，經派員深入調查後已將涉虐
的3名托育人員解聘，並將依兒少法進行裁處
。她相信每名托育人員都有最大的愛心及耐心
，絕不容許極少數害群之馬影響公托品質，以
保障家長送托需求及權益。

社會局表示，文林公托中心家長因幼兒回

家有情緒問題，希望了解5月26日中心的托育
情形，2日上午前往中心，由主任偕同家長觀
看監視器畫面後，發現不當對待情況；社會局
副局長許秀能、科長林秀穗接獲通報後，2日
傍晚到場了解案情，隨即召開緊急會議處置。

許秀能指出，為保障家長持續送托需求及
權益，即刻解聘涉案3名托育人員，並自今天
起由文林公托中心主任協調其他中心支援人力
。

她表示，3名涉案托育人員今天完成陳述
意見後，社會局依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分別裁處新台幣6萬元、9萬元、12
萬元罰鍰，並不得擔任兒少福利機構負責人或
工作人員3年、4年、5年。

許秀能指出，文林公托中心事前未善盡管
理督導之責，事後又未依法立即通報，社會局
依法裁處文林公托中心24萬元罰鍰；文林公托
中心主任等3名相關人員因未及時通報，依法
裁處6萬元罰鍰。

新北公托傳虐童 社會局長：已解聘3名涉案托育員

（中央社）花蓮縣國民黨籍議員蔡啟塔，被控在花蓮市長任內涉貪汙，被判刑15年，褫奪公
權7年，須入監執行，二審上訴今天遭駁回定讞，出缺將遞補，是花蓮縣議會這屆第3名遭解職的
議員。

前立委林正二被控13年前指示助理替多個鄉鎮市公所爭取補助款，從中收取回扣，其中包含
時任花蓮市長的蔡啟塔，捲入的弊案包括花蓮火車站前觀光遊憩中山公園規劃委託案等4案。

蔡啟塔一、二審被依貪汙治罪條例等判刑15年、褫奪公權7年，他不服提上訴，最高法院今
天駁回上訴定讞。蔡啟塔晚間接受媒體採訪表示，不知道判決結果出爐，也還沒收到判決書，無法
回應。

花蓮縣議會議事組主任潭進成表示，待收到內政部、中選會公文後，將依規定解除蔡啟塔職務
，由同選區依票數遞補。

蔡啟塔是花蓮縣第一選區（花蓮市）議員，因不是這屆同選區第一名遭解職的議員，按票數將
由第二高票國民黨徐子芳遞補；同選區遭解職的還有因貪汙案遭解職的民進黨施金樹，去年1月由
落選頭民進黨籍莊枝財遞補。

花蓮縣議會第19屆縣議員已累積3人因判刑遭解職，除了施金樹、蔡啟塔外，還有因在秀林
鄉長任內收賄，去年9月被依貪汙罪判刑解職的許淑銀，由參加補選獲勝選的田韻馨遞補。

花蓮縣議員蔡啟塔貪汙案定讞出缺將遞補

罷韓案投票倒數罷韓案投票倒數王金平王金平：：盼韓國瑜做好做滿盼韓國瑜做好做滿
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案投票將於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案投票將於66日舉行日舉行，，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前））33日上午受訪表示日上午受訪表示，，身身

為國民黨員及當初的支持者為國民黨員及當初的支持者，，希望韓國瑜能做好做滿希望韓國瑜能做好做滿，，66日當天已有既定行程日當天已有既定行程，，不會去投票不會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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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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6月3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聯匯不是美予港“特殊待遇”
香港金管局：港區國安法不會改變港金融體系

金管局以事實證香港金融穩定
●港元貶值？

○事實：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只是輕微回軟至 7.7578，距離
7.7500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

●資金流走？

○事實：根據數間大銀行所提交的最新數據，過
去數天的存款保持穩定，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
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銀行體系

●美元緊絀？

○事實：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乏
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

●外資撤走？

○事實：香港一直是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窗
口，現時外資金融及其他機構的中國內地股票
和債券投資當中，有超過一半是透過香港進
行，對以回報為主的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來
說，香港仍然具有獨特優勢和吸引力，是外資
投資內地市場的首選渠道

●實施資本管制？

○事實：香港是自由港，在聯匯機制下，貨幣可
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明確規定香港不
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流動。市民可以
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置，毋須為一些
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的反應或輕率的
決定

●聯匯無法支持？

○事實：聯繫匯率有高達4,400多億美元的外匯
儲備作為堅實後盾，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兩倍
多；香港銀行體系資本雄厚(資本充足比率為
20% )、流動資金充裕 (流動覆蓋比率為
160%)、資產質素良好(壞賬率僅為0.6%)，在
國際上均屬非常穩健的水平

●美國可取消香港聯匯？

○事實：聯匯制度是香港自行制定的貨幣制度，
時間遠早於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
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法》，聯匯制度並不是
《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遇”

●美國可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事實：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
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
區以至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
管理、貿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
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
香港金融制度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
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
投資者對使用美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余偉文表示，每當市場出
現不穩定因素時，往往會有很多傳聞或謠言，
他希客觀的事實和數據能令大家對香港的金融
穩定保持信心，不要自亂陣腳。他指，還記得
去年社會事件期間，有不少有關聯繫匯率、走
資的傳言，甚至有一些所謂“專家”呼籲賣出
港元換美元。事實證明這些謠言不攻自破，其
後陸續有資金流入，港元更升值至強方兌換保
證，這些“專家”和一眾跟風的炒家都要損手
離場。他又說，香港是自由港，在聯繫匯率的
機制下，貨幣可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
明確規定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
流動。市民可以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
置，毋須為一些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
的反應或輕率的決定。
余偉文續指，在過去眾多困難發生的情況

下，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能展現強勁的韌力，港
交所繼續成為全球集資額最多的交易所，“滬
港通”的交投量翻了一倍，“債券通”的成交
更翻了兩倍，這些都說明香港仍然是國際投資
者投資內地金融市場的首選。

去年唱淡港元
炒家虧本離場

美國日前表示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

位，金融市場對此產生不少疑慮甚至錯誤看

法，為釋除市場憂慮，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2日以事實逐一澄清相關疑慮及謬誤。他

指，銀行數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

港元或銀行體系；聯匯是香港的自設制度，

不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

遇”；同時，香港為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

易中心，香港的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

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不能禁止香

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余偉文2日在題為“以事實為本看金融穩
定”的《匯思》文章中表示，上周末美國

提出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有關具體細節仍未公
布，近日社會輿論有談及聯繫匯率是否穩固，以
及是否需要兌換美金以作避險，社會各界憂慮香
港將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考
量整體形勢時，大家必須認清事實，才能有客觀
的分析。他指出，制定港區國安法不會對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體系帶來任何轉變。金管局也累積了
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有信心和決心去維護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穩定。

港匯保持穩定 未見大量走資
余偉文進一步解釋，過去數天，港元市場一

直運作正常，港元息率維持低企，港元匯價保持
穩定，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亦只是輕微回軟至7.7578，距離7.7500
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根據數間大銀行所
提交的最新數據，過去數天的存款亦保持穩定，
這些均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
銀行體系。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
乏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整
體而言，金融市場繼續暢順有序運作，反映市場
對聯繫匯率的信心，而這是建基於聯匯制度清

晰、透明和行之有效。
另外，有一些輿論指美國的《香港政策

法》有提及港元與美元的兌換，擔心聯匯制度
會否被“單方面取消”，甚至有人言之鑿鑿，
指可以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余偉文指
出，香港與其他地區一樣，可自行制定貨幣制
度，包括匯率政策。事實上，香港在1983年10
月已推行聯匯制度，時間上遠早於美國國會在
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
法》，所以聯匯制度並不是《香港政策法》給
予的“特殊待遇”，而是香港基於自身對金融
和貨幣穩定所需而設立，不會因為外國對香港
的政策而改變。

衝擊港金融制度將令全球震盪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全球

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區以至
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管理、貿
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金
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
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
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使用美
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故此，他認為，
發生極端情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應該心中有
數。

■■余偉文余偉文22日以事實逐一日以事實逐一
澄清澄清，，釋除金融市場對港釋除金融市場對港
疑慮及謬誤疑慮及謬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年6月3日（星期三）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肺炎
在瀝源邨出現群組感染，祿泉樓恐成“疫
廈”，2日有居民拖着行李箱暫時遷離。香港
文匯報記者2日晨在瀝源邨觀察，發現仍有
居民無戴口罩在休憩公園乘涼；另外衞生署
向居民派發樣本瓶收集咽喉分泌物進行病毒
檢測，但不少居民批評署方只在辦公時間開
設櫃位，居民放工回家已收檔，未能依時交
還樣本瓶，有居民說：“好麻煩，聽說好多
居民已放棄交回樣本瓶，萬一佢哋帶病毒咁
咪好大鑊。”居民希望衞生署延長櫃位服務
時間，方便需上班的居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2日早在瀝源邨觀察，
仍有居民無戴口罩坐在休憩公園的長椅上乘
涼，也有居民無戴口罩外出買餸，向記者
稱：“唔使驚，人多先戴（口罩），搭車都

會戴（口罩），因為唔戴（口罩）會俾人
話，但落一陣間街咋，好快返屋企，唔使戴
啦，冇所謂啦。”

住在祿泉樓的張女士則擔心疫情，已注
重個人及環境清潔，“每日都洗衫，惟有做
清潔時密啲、乾淨啲。”她認為，大廈加強
清潔消毒，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惟她認為
衞生署櫃位收發樣本瓶的服務時間，未能迎
合居民返工返學的時間，“全邨全部（住
戶）都要驗（新冠病毒），之前話要去醫院
交個（深喉唾液樣本）樽，對老人家唔方
便，𠵱 家衞生署喺樓下收（樣本瓶），但好
早收檔，服務時間應該長啲，方便埋要返工
的居民。”

另一名祿泉樓住戶徐先生則表示，有家人
替他們遞交樣本瓶，惟排隊的時間很長，“檢

測是好事，起碼令大家安心。”但他亦認為櫃
位服務時間太短，“聽聞有住戶覺得麻煩，放
棄交還樣本瓶，甚至會扔棄樣本瓶，聽說有
200多人仍未交回樣本瓶。”他希望政府改善
情況，“查緊啲啦，未交嗰200幾個如果有人中
招，咁咪好大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沙田瀝

源邨疑出現

“超級傳播

者”。在嘉

里物流公司貨倉工作的瀝源邨女居民(個案 1084 )，

早前疑在工作期間感染新冠肺炎，其後先後傳染予丈

夫、送她入院的救護員，2日再證實她四名樓上樓下

鄰居也染病，其中一名鄰居之前放棄坐升降機，改為

行樓梯，但也中招。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表示，個案 1084的病毒量甚高，不排除透過大

廈公共地方及設施“播毒”，事件顯示社區仍存在隱

形傳播鏈。有見疫情回彈，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宣布，延長限聚令及針對餐飲等處所防疫措施的

有效期；此外政府會研究引入機制，有限度放寬香港

與廣東和澳門的人流流動。

瀝源疑現毒后 傳夫也傳鄰居
社區仍存隱形傳播鏈 政府宣布延長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沙田瀝源邨祿泉
樓再多四名居民確診新冠病毒，政府抗疫專家顧
問、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香港
出現“超級傳播效應”，兩成帶病毒者傳染給另八
成人，瀝源群組更顯示本地個案的病毒繁殖率，已
重回今年1月底時的高水平，認為居民可能需要接
受血清檢測，找出隱形傳播鏈，避免本土爆發。

梁卓偉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分析香港逾千個
確診病例後，發現本地個案大部分屬於群組感染，
兩成帶病毒患者是病源，他們將病毒傳染給其餘八

成病人，形成“超級傳播效應”。他表明，需要第
一時間找到這兩成帶病毒患者，才可成功控制疫
情，唯一方法就是進行檢測。

他解釋，其團隊計算出輸入個案的病毒即時繁
殖率約為0.1，情況毋須擔心，但瀝源群組至今已有
九人染疫，顯示本地個案的病毒即時繁殖率接近2
（即一名確診者可傳染另兩人），重回今年1月底
的水平，不排除陸續有新個案，故認為公私營系統
每日病毒檢測量應提升至過萬個，所有居民均需接
受病毒檢測，更可能接受血清檢測，了解有沒有人

之前確診並有抗體，才可找出隱形傳播鏈。
他認為，近期港人的防疫意識變得鬆懈，雖然

絕大部分人仍有戴口罩，但指出戴口罩並非萬能，
要有其他防疫措施，才可避免大規模爆發。
另一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2日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祿泉樓新增個案
與早前確診的兩夫婦有關，兩人病毒量非常高，相
信已散播出去，其他人接觸電梯按掣等受到感染，
故建議市民在接觸過公共物品後應注意手部衞生。
至於今次是否新一波疫情，他認為要觀察多一兩星

期，如個案只局限在瀝源邨或嘉里物流貨倉，便毋
須太擔心。他指出，香港不時會出現本地零星個
案，只要沒出現社區大爆發，社會都要接受。

“超級傳播效應”港兩成患者是病源

延長防疫措施
限制社交距離措施

■針對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
及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第 599G
章）的有效期延長兩個月，至8月31日

■餐飲處所及表列處所的人群限制延長
至6月18日，包括食肆枱與枱之間保持
1.5米距離，同枱不可多於八人等；現
場表演、跳舞活動、蒸氣浴及桑拿等設
施禁止進行或暫停開放

■除獲豁免者外，禁止在公眾場所聚集
多於八人，直至6月18日

入境管制措施

■內地、澳門和台灣抵港人士要接受強
制檢疫14天的規例（第599C章）的有
效期延長一個月，由6月7日午夜零時
起計，至7月7日

■海外抵港人士接受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E章）的有效期延長3個月，由6月
18日凌晨零時起計，至9月18日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2日新增六宗確診個
案，其中四人為瀝源邨祿泉樓居民，均為女性，年齡介乎

56歲至78歲，全部無外遊記錄，過去的活動範圍圍繞在區內，
包括瀝源公園、附近超市、禾輋街市、瀝源街市、好運中心的餐
廳等。

怕中招不搭 行樓梯照染疫
四名患者互不認識，分別住在8樓、7樓及10樓，並非同一

座向，衞生防護中心檢查過她們的住所，發現廁所全部未曾改
裝，家中的環境樣本亦全部呈陰性。中心懷疑，她們透過公共地
方如升降機、信箱、大廈門口等接觸傳播。記者現場了解，8樓
和10樓用同一部升降機出入，7樓就用另一部，信箱亦不是集中
在同一處。而且，據悉住在7樓的患者早前為防感染新冠病毒，
平日出入都不敢乘搭升降機，而選擇行樓梯，惟最終仍是染疫。

張竹君表示，中心仍在嘗試尋找患者曾共同去過的地方。
“例如，該大廈3樓有天橋去街市，患者有機會搭高一層電梯再
行樓梯落一層，經3樓去街市，從而有共同接觸的途徑，或摸到
手柄。”她透露，祿泉樓住有1,200名居民，1,000人已交還樣
本，當中700個已化驗，全部呈陰性。

至於2日另外兩宗新增個案，均屬輸入個案，包括一名從巴
基斯坦回港的15歲男子；以及一名入住隔離中心照顧從巴基斯
坦回港家人的42歲女子。

或有限度放寬三地入境檢疫
由於再出現本地感染群組，陳肇始表示，針對業務處所的第

599F章和群組聚集的第599G章規例的有效期延長兩個月，至8
月31日；而有關餐飲等表列處所的規定限制，以及禁止多於8人
聚集的限聚令，會在6月初屆滿後，再延長14天至本月18日。

至於口岸防疫管制措施方面，政府會延長相關的檢疫規定，
但陳肇始表示，由於內地、鄰近部分地區及國家疫情漸趨穩定，
特區政府擬根據相關地區的疫情、監察制度和病毒檢測能力等因
素，對不同地方制訂健康風險等級，並逐步放寬個別地方抵港人
士的限制措施。

因為香港一直有與內地和澳門衞生部門保持溝通，她認為較
有條件先有限度放寬廣東省和澳門的人流出入境檢疫措施。同
時，粵港澳三地政府正商討互認三地檢測結果的機制，香港亦正
研發自家健康碼，但陳肇始強調會以保障私隱為大前提，故資訊
不會互通。

袁國勇則認為，今次瀝源邨的感染群組顯示社區存在許多隱
形傳播鏈，當中只要一人是“超級傳播者”，後果不堪設想，贊
同政府延長防疫措施。他又認為，香港最大的防疫缺口是每天的
測試數目太少，難以掌握情況，建議公立醫院門診為出現輕微病
徵人士進行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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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批署方只在辦公時間開設櫃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瀝源邨疑出現“超級傳播者”先後傳染六人。清潔員
在大堂消毒信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居民拖着行李箱暫時遷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大醫學院世衞傳港大醫學院世衞傳
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
中心記者會中心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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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署櫃位早收檔衞署櫃位早收檔 居民樣本無處放居民樣本無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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