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Wednesday, June 17,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6060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5001500元元
買房保證為您節省買房保證為您節省$$50005000元元﹐﹐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0001000元元
2020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電話電話:: 713713--818818--08910891﹑﹑281281--766766--84818481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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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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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會規格提質再升級
更加深化國際合作

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

稱由“京交會”更名為“服貿會”。2020年

服貿會將繼續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向國

際社會傳遞中國擴大開放的堅定立場和合作

倡議，宣布重大開放政策舉措，更加積極主

動融入世界經濟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全

球經濟治理，為推動國際服務貿易開放合作

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記者今

天從北京市商務局獲悉的。

展會規格提質再升級
服貿會(包括原京交會)已舉辦六屆，發

展成為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傳播理念、銜

接供需、共享商機、共促發展的重要平

臺，是全球服務貿易領域規模最大的綜

合性展會和中國服務貿易領域的龍頭展

會，同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壹起成

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三大展會平臺。

2020年 6月 1日，國務院發布成立

2020年服貿會組織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

。6月4日，組委會第壹次全體會議強調

，要紮實做好各項籌備工作，確保辦出

特色、辦出成效、辦出高質量，努力實

現打造“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服務貿易國

際壹流展會”的目標。同時，在當前國

際疫情持續蔓延和全球經貿形勢異常嚴

峻復雜的背景下，舉辦壹屆成功的服務

貿易交易會，對於做好“六穩”工作、

落實“六保”任務，展示中國堅定不移

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促進經濟全球化

，加強國際經貿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服貿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致力於圍

繞服務領域熱點問題，凝聚發展共識，

傳遞中國聲音。邀請國家領導人發表主

旨演講，國際組織及國際商協會負責人

、跨國公司高管及行業領軍企業代表進

行權威探討和規則引導。

2020年服貿會將繼續舉辦全球服務

貿易峰會，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擴大開

放的堅定立場和合作倡議，宣布重大開

放政策舉措，更加積極主動融入世界經

濟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

理，為推動國際服務貿易開放合作貢獻

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更加深化國際合作
自首屆起，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

貿易和發展會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成為服貿會永久支持機構，並輪流與組

委會共同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六屆

服貿會共吸引111個境外國家和地區組團

辦展辦會，近300個國際組織及境外商協

會組團參展參會。

北京商務局表示，2020年服貿會將更

加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更廣泛邀請相關國

際組織和機構、“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服務貿易30強國家和地區、服務領

域國際商協會、跨國公司及行業領軍企業

參展參會，推動形成更多國際合作成果，

為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

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引領服務貿易創新發展
服貿會註重圍繞“壹帶壹路”、京

津冀協同發展、創新驅動發展及服務業

擴大開放和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等國家戰

略設置專題，舉辦展覽展示和論壇會議

活動，積極推動落實國家戰略。

從第四屆服貿會，“壹帶壹路”沿

線51個國家和地區客商到會洽商，到第

六屆服貿會，與中國簽署“壹帶壹路”

合作文件的131個國家中98個參展參會

，服貿會積極促進“壹帶壹路”國際合

作，拓展服務貿易合作新空間。

北京市商務局表示，2020年服貿會

將更加積極推動落實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展示推廣中國國服

務業和服務貿易擴大開放的新舉措、新

成果，推廣新政策，分享新經驗，與商

品貿易廣交會、進口貿易進博會三者功

能明確、錯位發展，共同構成新時期

“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全面發展

、進口潛力和出口優勢共同展現的全方

位開放合作促進體系。

打造行業發展風向標
服貿會已逐漸成長為國際先進服務

“引進來”和中國優質服務“走出去”的重

要平臺。從首屆展覽面積5萬平方米，到第

六屆的16.5萬平方米，匯聚了全球服務貿易

精品，展示了最新服務技術與產品；通過提

前征集、現場發布、專場對接、定向撮合等

多種方式，意向成交額從首屆的601.1億美

元到第六屆的1050.6億美元。

北京市商務局表示，2020年服貿會

將更加主動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

勢，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機遇，聚焦新技術在服務領域應用的新

模式、新業態、新服務，納入更多知名

展會擴大規模效應。

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有基礎有前景
綜合報導 2020年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

開幕式12日以網絡視頻的方式舉行。這將開啟中

國和東盟數字合作新的壹頁。

實現數字化轉型，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各

國的共識。東盟秘書長林玉輝在開幕式上表示，預

計到2025年，東盟的數字經濟將從2015年占GDP

的1.3%提高到8.5%。

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總理阮春福在賀信中表示，越

南設定了到2025年數字經濟活動占總GDP20%的目標。

阮春福指，東盟約有逾3.6億互聯網用戶。據預測，

到2025年，區域互聯網經濟的總體價值將達到3000億美

元，其中數字交易在五年的時間裏將達到1萬億美元。

目前，東盟正在制定“第四次工業革命綜合戰

略”，解決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治理、經濟和社會等

主要方面面臨的問題。

中國在數字經濟方面已取得積極進展。據世界銀行

統計，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已從2008年占GDP的15%激

增到2019年的33%，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GDP的50%。

“中國作為全球數字化轉型領袖之壹，提供了

很多靈感”，林玉輝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劉卿對記

者表示，2018年 9月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發布

《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也開啟了中國

與東盟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合作。

目前，世界正以“比我們所能預測的更快的速

度”從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轉變，這既帶來了巨大

希望，也帶來了壹些風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11日公布“數字合作路線圖”，推動數字技術以平

等和安全的方式惠及所有人。

劉卿表示，中國與東盟國家加強數字經濟合作，不

僅可以共享技術、應用、市場，還將在數字經濟規則制

定方面展開合作，在壹些方面引領全球的發展。

此前，壹些合作項目已經落地。在基礎設施方

面，“老撾壹號”通信衛星的成功發射讓中國和東

盟的聯系更為緊密。中泰共建新海底光纜項目實現

了中泰寬帶聯通。柬埔寨、印尼、菲律賓與中國企

業合作，共同推進當地5G網絡建設。

在數字技術研發應用方面，新加坡國立大學與

蘇州工業園區共建“新國大人工智能創新及育成中

心”，以全面促成蘇州人工智能生態圈及產業鏈的

形成。馬來西亞企業與商湯科技、中國港灣攜手打

造馬來西亞首座人工智能產業園。

中國科技公司也搶灘布局東盟大市場。2017年

3月，阿裏巴巴首個eWTP(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海外

試驗區落地馬來西亞。2015年11月，百度與印尼

風投公司Convergence Ventures達成合作，以通過後

者來投資印尼科技創企。京東不僅投資了Go-Jek，

其還在2017年 7月參與了印尼在線旅遊平臺Trav-

eloka的3.5億美元融資。

目前，數字技術已為人們帶來便利。新加坡企

業與支付寶、微信等中國支付平臺合作，使中國民

眾在新加坡烏節路也可以“掃壹掃”。京東智能物

流中心在泰國建成，當地消費者可以享受“上午下

單，下午送達”的便捷服務。

劉卿表示，未來雙方數字經濟合作前景廣闊，

合作領域包括信息基礎設施、智慧城市、數字金融

、跨境電商、數字醫療等。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還表示，雙方深

化網絡空間治理，共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

序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林玉輝說，鑒於中國在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和實

現數字經濟監管框架方面具有很高的專業水平，它

的確是東盟在推動本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方面壹個珍

貴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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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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屏安醫院副院長楊欣正在失
聯10天後被找到，找到楊欣正的是來自中北
部的高山嚮導蕭添益和洪華駿，蕭添益表示
，今天是從斷崖垂降才找到楊欣正，這是高
難度的攀岩技術。

楊欣正 6 日登屏東來義鄉棚集山失聯後
，消防局6日當天就在棚集山的田園停車場
設立前進指揮所，搜索人員搜索至晚上仍未
尋獲，隔日消防局更在三角點及文樂各架設1
個中繼站聯絡，並申請空勤總隊直升機支援
及特搜隊出動空拍機加入搜救隊伍，每天分7
、8條路線持續搜尋。

隨著黃金時間越來越短，親友多次透過
媒體請社會大眾協助尋人，屏東縣議員鄭清
原也懸賞新台幣 200 萬元，而蕭添益則是透
過朋友介紹給楊欣正的家屬，蕭添盛於是找
與他最有默契的洪華駿一起南下加入搜救的
行列。

蕭添益和洪華駿都是有執照的高山嚮導
和教練，蕭添益表示，他在大學時就開始登
山，直到6年前才正式成為職業高山嚮導和
教練，當他和洪華駿加入搜救行列後，每天
指揮中心都有安排搜尋路線，最難的路線幾
乎都踏遍了。

蕭添益說，楊欣正摔落的斷崖高度約500
多公尺，離三角點約 300 公尺，雖然獵人及
搜救人員走過多次斷崖旁山路，但斷崖下則
必須要有工具才有辦法垂降，他於是向指揮

中心自告奮勇要垂降到山崖下，和洪華駿今
天被分配到這個路線。

蕭添益說，攀登或垂降的地方都是很危
險，他倆整整3天都一直在做攀岩跟垂降，
今天的路線也沒有什麼把握，而且下切的斷
崖不時有90度的山壁，當下切到第3層瀑布
時，看到有個人，呼叫後，對方回答是 「楊
欣正」，他的第一句話是 「楊大哥，你福大
命大」。

蕭添益說，以他的經驗，楊欣正從斷崖
跌落像今天20公尺下的山谷，還能活著非常
幸運。

蕭添益說，搜救指揮中心每天會彙整搜
尋過的地點軌跡圖，再針對每一區去搜，有
效率的指派對搜救有很大的幫助。

蕭添益是朋友眼中的 「奇人」，曾在國
內科技業龍頭大廠擔任電腦工程師，甚至當
上研發副總經理職位，後來在創業的過程當
中，並不是那麼的順利， 在一個偶然機會裡
，決定回到自己最大的興趣 「爬山」，6年前
成為專業高山嚮導。

屏東縣消防局表示，楊欣正的搜救任務
以來，共出動了 600 多人次搜救，包括警消
、義消、涼山特種部隊、中華民國山難救助
協會南區搜救委員會、飛鷹大隊、中華搜救
總隊、雲豹登山隊等民間搜救團體、獵人及
山青、林務局人員等。

高山嚮導斷崖垂降 尋獲屏安醫院副院長

（中央社）屏東屏安醫院行政副院長楊
欣正於6月6日在來義鄉棚集山區迷路失蹤，
今天上午被民間搜救人員在河床尋獲，楊欣
正下午2時30分左右送醫，他告訴媒體說，
10天來靠喝水和尿液度過。

楊欣正今天上午10時左右被2名民間搜
救人員在棚集山尖刀尾溪靠近瀑布處尋獲，
搜救人員攀繩下去河谷救人，並申請空勤總
隊直升機吊掛，楊欣正下午2時30分左右由
直升機送到屏東消防局搜救大隊的停機坪，
救護人員要將他從吊掛籃移到擔架時，楊欣
正面露痛苦表情，不斷敲胸，但沒有喊出聲
音。

楊欣正由救護車送抵屏東基督教醫院時
，針對媒體的詢問，他簡短表示，10天來，

沒吃東西，靠喝水和尿液支撐，好幾次想放
棄，但靠著唸佛經支撐下來。

楊欣正失蹤10天，屏東縣消防局及民間
搜救團體每天出動上百人次搜尋，楊欣正的
好朋友屏東縣議員鄭清原也發出新台幣 200
萬元懸賞。

消防署發布新聞訊息表示，中午12時43
分接獲屏東縣消防局通報，指上午10時尋獲
失聯的楊欣正，他頭部有撕裂傷、意識清楚
。

消防署說，現場經開闢直升機起降場後
，空勤總隊直升機於下午2時12分成功吊掛
傷者後送，下午2時多降落長治鄉消防局特
搜大隊，再由救護車送至屏東基督教醫院治
療。

屏安醫院副院長平安獲救 靠喝水和尿度過10天

（中央社）李姓男子為首的
「假博奕真詐欺」不法集團，利

用臉書誘騙被害人加 LINE 好友
後，再推薦加入理財管理平台以
誘騙投資詐財，受害者約41人，
北市警方 2 波掃蕩 3 處機房，逮
42嫌送辦。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今天舉行記者會，偵七隊隊長黃
念生表示，日前接獲情資指有詐
騙集團透過 「理財廣告」和利用
理財管理線上平台等，誘騙被害
人下注投資博奕網站，謊稱投入
資金即可保證獲利，直到被害人
想領回獲利未果，發現網站無法
連線，才驚覺受騙。

為徹底瓦解此不法犯罪組織
，並向上溯源、一網打盡，市刑

大和市警局少年隊、萬華分局及
南港分局共組專案小組，並報請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專案小組深入追查發現，
此詐騙集團成員眾多，且設立多
處國內機房，藉誘騙被害人透過
臉書和加入 LINE 好友後，再推
薦其加入理財管理網路平台，由
集團成員所假扮的 「老師」帶領
大家投資，並佯稱可破解網站數
據，依指示投資可保證獲利。

當被害人聽信詐騙話術而投
資後，初期利用小額獲利手法以
取信被害人，待其接續投入大筆
資金後，便以投資失利詐取被害
人所有投注資金並封鎖帳號，當
被害人發覺有異才知受騙。

專案小組經長期蒐證追查，

見時機成熟，分別於1月13日、
6 月 12 日發動 2 波掃蕩行動，共
逮捕包括首謀李男、幹部及成員
共42人，以及3處機房。

同時查扣詐欺課程申請書、
合約等資料、電腦52台、監視器
、手機58支和路由器2台等贓證
物。

經清查發現，本案被害人約
有 41 人，總詐騙金額達新台幣
691萬餘元。

全案將李男等人以加重詐欺
、組織犯罪、違反銀行法等移送
北檢偵辦，並建請羈押，以及持
續擴大清查尚未報案遭詐騙的被
害人。

假博奕誘投資詐財41人 北市警掃蕩逮42嫌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指出，少年事件處理法去年修法通過
，12歲以下兒童觸法事件，不再移送少年法院，19日起施行。
法院目前繫屬220名兒童，將依個案，由社政及教育銜接保護輔
導。

立法院去年5月底三讀修正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條文，司法
院原訂於去年6月19日施行，考量關於少年交付安置的過渡性教
育措施以及刪除同法第85條之1有關觸犯刑罰法律兒童準用少事
法的規定，因屬制度上重大變革，給予行政機關1年時間準備因
應，因此改於今年6月19日開始施行。

司法院今天中午與媒體茶敘時指出，12歲以上、18歲以下

的少年，增列過渡性教育措施目的
，在於因應現況人數過多，須增加

安置處所，且須符合使少年繼續求學，教育部所屬的新北、高雄
及花蓮等3所中途學校，將於19日後，提供共計50個床位給司
法少年。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表示，19日後，對兒童權益
的維護是新時代里程碑，7歲到12歲的兒童觸法改由教育、社政
保護輔導，舉例來說，一名10歲兒童在超商偷東西，店家向警
方報案後，將通知兒童唸的學校、家長及社會局等處理，不再移
送少年法庭。

謝靜慧指出，教育、社政單位接手的法源依據部分，行政院
訂立 「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辦法」已公告預告，近

期應會盡速施行。
「刪除兒童觸法」的原因，謝靜慧表示，進入司法體系，易

產生標籤化效應，兒童發展過程宜透過輔導而非司法程序矯正，
且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盡量避免兒童進入少年司法系統」。

司法院少家廳法官李明鴻指出，截至昨晚為止，全國法院兒
童繫屬部分，共計有183件、220人，19日後，將依個案情形，
分別由社政及教育單位銜接進行後續保護輔導；220人中有不到
10人安置中，19日後，交由社政單位的福利教養機關接手續行
安置。

李明鴻表示，依據民國107年統計，兒童觸法前三名為竊盜
罪87人、妨害性自主（兩小無猜類型的性觸摸）43人以及傷害
（包含過失傷害）19人。

12歲以下兒童觸法 19日起不移送少年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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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愛爾蘭驢子避難所探訪愛爾蘭驢子避難所
驢子直視鏡頭貢獻表情包驢子直視鏡頭貢獻表情包

數十萬只海鳥聚集英國懸崖築巢數十萬只海鳥聚集英國懸崖築巢

英國約克郡英國約克郡，，塘鵝蜂擁至本普頓懸崖築巢塘鵝蜂擁至本普頓懸崖築巢。。從從44月到月到88月月，，懸崖上懸崖上
到處都是築巢的成年鳥類和小鳥到處都是築巢的成年鳥類和小鳥。。超過超過2525萬只海鳥聚集到懸崖上尋找萬只海鳥聚集到懸崖上尋找
配偶並繁育後代配偶並繁育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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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薩爾茨堡奧地利薩爾茨堡，，壹只剛出生三天的白犀牛幼崽首次亮相鏡頭前壹只剛出生三天的白犀牛幼崽首次亮相鏡頭前。。
據悉據悉，，這頭雌性小犀牛是這頭雌性小犀牛是TamuTamu所生所生，，名字暫未確定名字暫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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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週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
感染人數 27197 人, 515 人死亡,10938 人痊
癒.

德州感染人數87,854 人，1983人死亡
。

根據德州健康和服務局的統計，德州
本週一病毒確診住院人數為2326人，新增
病例1254人，成為近期的新高，

德州州長Greg Abbott和醫療專家今天
下午舉辦記者會，發布新的應對措施，並
強調社交距離和佩戴口罩等問題。

休斯頓當地連續12天出現確診人數的
增長。德州醫療中心給以“警告”級別。

奧斯汀本周和上週相比確診人數增加
了 90%，同時入院率也提高了 50%。該市
市長已經督促餐廳等商業減少營業規模。

奧斯汀的居家令將延長至8月份。
達拉斯郡縣縣長也表示，達拉斯的確

診入院人數只是冰山一角，真正龐大的確
診數量很快將會顯現出來。

最新疫情報告&奧斯汀居家令延長至8月

上週財經回顧 （6/8-6/12）：由於對第二波新冠疫情爆發
的擔憂以及對經濟快速復甦的疑慮抑制了投資者的情緒，上周美
股市場創下了自3月以來的最差單週跌幅。美聯儲上週表示，利
率可能在2022年前保持接近零，並發布了謹慎的經濟前景。美
聯儲謹慎的態度，加之某些州新感染和住院病例加速的消息，以
及投資者對股票反彈過快的擔憂，引發了一些獲利回吐。由於不
確定因素仍然存在，市場波幅可能會繼續，但長期經濟復甦已初
具規模。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5606 點（週跌幅
5.6%，年跌幅10.3%），標普500指數收盤3041點（週跌幅4.8%
，年跌幅5.9%）， 納斯達克收盤9589點（週跌幅2.3%，年漲幅
6.9%）。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過去幾週在從
三月底的股市低點開始歷史性的上漲之後
，上週市場首次三日連跌，上週四也是三
個月來最差的日跌幅。不過，分析師認為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重返2月和3月經歷
的市場環境。投資市場的波動是其內在特
性，即使最好的市場反彈也需要喘口氣。
對於上週市場的大幅震盪有以下幾點解讀
：

首先，市場在過去短短幾週之內回漲幅度較大，從3月底的
低點在短短不到3個月內漲幅超40%。儘管上週四道瓊斯指數下

跌1800點，使人們回想起在2月至3月的劇烈波
動和熔斷， 但經過上週的下跌5％後，市場仍比
3月底上漲了36％，距歷史高點僅10％。與持續
的2月至3月股票拋售形成對比的是，週四的下
跌之後是周五的上漲，這也反映出投資者在樂觀
與謹慎之間的較好平衡。雖然週期性的市場下跌
從來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但偶爾的回落是健康的
，對防止泡沫的出現具有建設性意義。

熊市恢復的早期階段更像是蹣跚學步的嬰兒，
而不是跑步健將：跌倒是不可避免的。前一段的
股市反彈的基礎是經濟重啟和針對新冠病毒醫療
科研方面的進展。目前這兩個條件仍然存在，漲
勢反映出人們對複甦的速度和穩定性抱有相當樂

觀的期望。上周美聯儲對經濟逐步回升的看法以及某些州新感染
和住院加速的消息，打擊了市場近期的熱情，導致市場走低，
不過分析師仍相信經濟復甦將是大勢，但這一過程中並非沒有絆
腳石—第二波病毒問題、即將到來的選舉不確定性、政策問題、
美中貿易問題等。

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今年的市場將會在令人鼓舞的經濟及
股市發展大趨勢和周期性的失望情緒中不斷波動。這也意味著投
資者可以對長期前景充滿信心，也也應該對投資收益和市場波動
性保持切合實際的期望。投資者要審視自己的資金構成情況，哪
些資金是可以長期投資的（可以投入優質股票），哪些是需要短
期使用的（可以保持現金或投入優質債券），諮詢專業投資顧問
，制定不同的策略，並在市場波動時堅持原先制定的策略，即不
在市場低迷時出於恐慌把長期投資過早取出，或在市場上漲時跟
風投入短期內要用到的資金。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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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6月14日下午，美國華人在
費城舉行了壹場和平集會。主題是“反對族裔岐視、
呼籲族裔平等”。集會由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申請
主辦。盡管該集會形式上不同於近日在全美各地出現
抗議遊行，然而目的都是為了爭取族裔平等和公正。
警察“跪殺”弗洛伊德事件猶如壹只導火索，引爆了
對美國延續400年種族歧視的悲憤與絕望。

同樣，美國華人也壹直生活在種族歧視和司法不
公之中。由於文化差異，語言障礙，華人甚至比其他
有色人種遭受更多不平等對待。然而費城的華人集會
保持了理性和和平有序嗎，該集會的訴求是“為了我
們的生存環境、為了我們的下壹代、為了所有族裔居
民而謀求種族平等和公正，展現華裔群體的擔當以及
融入當地社會的願望”。華人希望能讓社會看到：華
裔和他們並沒有不同——“我等同族，皆為美國人。
”文化多元、種族平等、司法公正是美國的立國根基
，是民眾擁戴這個國家的先決條件，生活在美國的華
人應該以此追求為榮。

美國費城獨立宮廣場和平集會美國費城獨立宮廣場和平集會，，
自由鐘敲響華人生存危機意識自由鐘敲響華人生存危機意識！！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首類冠狀病毒疫苗可以預防嚴重發病 但不能預防感染 雖有缺陷 但可挽救生命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彭博社
6 月 15 日報道，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羅
賓·沙托克（Robin Shattock）教授指出
，盡管“消除災難”的疫苗是理想的，
但早期疫苗的研發可能會受到局限。

沙托克告訴新聞機構：“它（疫苗
）是防止感染的保護措施嗎？”“它是
對疾病起保護作用嗎？它可以預防嚴重
疾病嗎？僅能預防嚴重疾病的疫苗很有
可能會非常有用。”

隨著各國警惕地擺脫封鎖，領導人
正在尋求預防措施，以恢複大流行前的
生活。在數十億美元的政府投資的推動
下，中國的 CanSino Biologics Inc.等鮮
為人知的公司以及輝瑞公司（Pfizer
Inc.）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 Plc）等
巨頭正在研發冠狀病毒疫苗。

在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的冠狀病毒
疫苗顯示出對動物（猴子）的嚴重疾病
有影響、但對預防感染影響較小後，他
們至少有一種快速研發的疫苗已進入人
體試驗。專家說，這種疫苗如果獲得批
准，可能會被廣泛使用，直到有更有效
的疫苖投放市場為止。

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斯克裏普斯
研究所的免疫學家和疫苗研究員丹尼
斯·伯頓說：“疫苗需要預防疾病，而
不一定非要預防病毒感染。”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副校長、藥物
研發專家邁克爾·金奇（Michael Kinch
）表示，新疫苗雖然有缺點，它具有挽
救生命的潛力，這種疫苗可能會導致封
鎖的國家滿意。

他說：“我的猜測是，某人接種疫
苗的第二天，他們會想，'我可以恢複
正常。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他們
並不一定會意識到他們仍然容易受到病
毒感染。”

Covid-19 已經被證明可
由沒有症狀的人傳播，而預
防症狀的疫苗可能會產生更
多的人感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疫苗是
抵抗傳染病的最有效武器，每年可預防
多達300萬人死亡。但是，即使接種疫
苗，也很少有100％人有效。例如，大
約3％的麻疹疫苗接種者會發展為輕度
疾病，並可以將其傳播給其他人。

為了應對迅速增長冠狀病毒大流行
的威脅，開發人員正在轉向從未在人類
中成功使用過的技術。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的數據，目前正在研發預防 Cov-
id-19的疫苗有130多種。

疫苗的工作原理是將某種形式的細
菌或病毒（其關鍵部分）呈遞給機體免
疫系統，使身體做好準備，使其在發生
真正的接觸病原微生物時作出免疫反應
。發生免疫反應時，稱為抗體的免疫蛋
白會在病毒上凝結，阻止其進入細胞。
有時，疫苗會增加免疫T細胞的作用，
雖然它們在預防感染方面作用不大，但
可以減緩並最終阻止其發展。

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公司製作的首
類冠狀病毒疫苗是如何影響感染和傳染
性仍不清楚。哈佛大學前艾滋病研究人
員威廉·哈瑟爾汀（William Haseltine）
在《福布斯》博客上指出，無論動物是
否受到接種，其係統中的動物具有大致
相同數量的RNA病毒的遺傳物質。他
說，針對這種病毒的抗體水平不如高度
保護性疫苗高。

牛津大學接種冠狀病毒疫苗的猴子
盡管有病毒感染，但嚴重感染的臨床症
狀（如高呼吸困難和肺炎）較輕，這就
是首類冠狀病毒疫苖可以預防嚴重疾病
，但不能預防感染的基礎。美國國家過

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認
為，這樣做可能仍然有用。

福西對醫學新聞網站 Stat 表示：
“該疫苗看起來並不像是一種防止感染
的基因敲除品，但它可能真的非常擅長
於預防疾病的發展。”

阿斯利康首席執行官 Pascal Soriot
在接受 BBC 採訪時表示，無論是預防
感染還是預防出現嚴重症狀，這種疫苗
都將是成功的。

一位發言人說，該冠狀病毒疫苗的
高級研究進展已經獲得了獨立科學小組
的批准，該公司正等待觀察其性能。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正在考慮
預防疾病的疫苗的選擇。

FDA 發 言 人 邁 克 爾·費 伯 鮑 姆
（Michael Felberbaum）在回答問題時
說：“只要有可用的數據支持接種疫苗
的好處，我們就有可能考慮與預防嚴重
疾病有關的適應症。” “為獲得許可
，我們將不需要疫苗預防感染。”

費伯鮑姆說，尚未證明已獲許可的
疫苗，包括一些針對百日咳的疫苗，可
預防引起該病的病原體的感染，但已證
明可預防症狀性疫苗。

金奇說，使用不完善的疫苗和療法
的觀念“很好”。 “這只是實用性，
而且我們可能會更完善地跟進這些，永
遠不會有真正完美的疫苗。”

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斯克裏普斯
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的免疫學家
和疫苗研究員丹尼斯·伯頓說：“疫苗
需要預防疾病，而不一定是預防感染。
”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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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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2020 -6/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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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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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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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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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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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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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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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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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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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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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0年6月17日       Wednesday, June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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