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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歐洲議會19日通過無約

束力決議，對中國全國人大

制定涉港國家安全法妄加指

責，更提出要告上國際法

庭，及對中國實施的所謂“制裁”。中國駐歐盟

使團20日發表聲明，對歐洲議會有關行為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批評該議會借香港問題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已就此提出嚴正交涉。同時，

中國駐歐盟使團亦針對決議內容中的謬論，闡明

了中方立場。

歐議會借港干華中方嚴正交涉
中國駐歐盟使團批歐決議：赤裸裸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歐洲議會日前以565票贊成、34票反對以及
62票棄權，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決議，稱

全國人大就涉港國安法立法“違反‘一國兩制’
原則”，“破壞香港自治、法治、基本自由”，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並稱要歐盟成員國考慮將中國告上
海牙國際法庭，又建議歐盟對中國實施經濟制
裁，包括以凍結資產及限制入境方式制裁所謂
“違反人權”的官員。

立法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在聲明中就幾個方面

闡釋中方立場：
一、全國人大制定涉港國家安全法是否“干

涉香港事務”？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就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完全是中國內政。不干
涉內政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歐洲議
會無端就香港事務對中方指手畫腳，難道不是借
香港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維護國家安全是一
國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國家主權最核心、最
基本要素。包括歐洲國家在內世界各國都不會允
許國家安全立法存在缺失，也沒有一個國家會允
許在其本國領土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全國

人大有關決定正是填補香港國家安全法律明顯漏
洞和長期缺失的必要之舉，完全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歐洲議會有關決議是赤裸裸的雙重標
準，我們決不能接受。

二、涉港國安立法是否“威脅‘一國兩制’
和香港高度自治”？

全國人大有關決定開宗明義闡明國家堅定不
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這是中國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以人大立法這一最高法律形式，對堅持“一
國兩制”的又一次鄭重承諾。港區國安立法完成
後，其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變，依據基本法
享有的各項高度自治權利不會變，香港市民的生
活方式也不會變。國安立法只會使香港的法律體
系更加完備，社會秩序更加穩定，從而確保香港
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立法不會侵犯個人自由
三、中方是否“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及相關國際承諾？
《中英聯合聲明》的核心是中國對香港恢復

行使主權。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中英聯合
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方有關的條款已全部履行
完畢。中國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對港的基
本方針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不是對英方的承
諾。有關政策已充分體現在香港基本法中，中方
會繼續堅持。《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任何條款
賦予任何國家或組織干涉香港事務的權利。

四、涉港國安法立法會否“侵犯”個人權利
和自由？

港區國安立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的活動，不僅不會影響香港廣大居民依法所享有
的各項權利和自由，而且會使香港居民的合法權
利和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使。任何相關
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法，都將嚴格依照法律
規定、符合法定職權、遵循法定程式，不會侵犯
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發言人最後強調，歐盟在港企業超過2,300

家，在港歐盟公民約有35萬。一年來，許多歐
洲商界人士也對“暴恐”等香港社會亂象表示極
度擔憂。涉港國家安全立法就是為了懲治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和暴恐分子行為，
營造法治更加健全、預期更加穩定可靠的營商環
境，更好保護包括歐洲各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在
港合法正當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個別西方政客、國際
組織負責人和歐洲議會近日對香港事務妄加評
論、無端指責，肆意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20日發表聲明，嚴正
譴責相關行為，並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公署發言人批評，一些人打着人權、法治的幌
子，妄評中國內政，掩蓋不了其傲慢偏見和肆
意干預別國內政的本質。“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國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公署發言人在聲明中指出，維護國家安全
是國家主權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沒有任何
一個國家會任由本國領土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肆意橫生，無視國家安全保障機制存在漏
洞、坐視本國國家安全立法存在缺失。香港是
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面對香港出現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廣大香港同
胞福祉的亂象，在其自身無法解決的情況下，
中國從國家層面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工
作完全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發言人表示，一些人打着人權、法治的幌

子，妄評中國內政，掩蓋不了其傲慢偏見和肆
意干預別國內政的本質。

保障講實話不被“私了”自由
這些人號稱保障人權，卻片面地將保障人權

與維護國家安全相割裂。他們言必稱《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卻無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至少有7處提到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人
權作出限制，涵蓋表達自由、集會自由、結社
自由等。涉港國安立法打擊的是極少數危害國
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保障的是香港絕
大多數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
由，讓他們享有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安心乘地
鐵、逛商場的自由，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
“私了”的自由。
這些人號稱尊重法治，卻對不干涉內政這

一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視而不見。
他們頻頻拿《中英聯合聲明》說事，卻無視
《聯合聲明》的核心是中英間關於中國收回香
港及有關過渡期的安排這一基本事實。《聯合
聲明》中沒有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條款賦予
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干涉香港事務的權利，其
中關於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
示，早已充分體現在香港特區基本法中，中方
會繼續堅持。
發言人強調，“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一國”是實行
“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原則
出現動搖，“兩制”根本無從談起。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中國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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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歐盟使團團中國駐歐盟使團團
長張明強調長張明強調，，歐洲各歐洲各
國不應在維護國家安國不應在維護國家安
全上存在雙重標準全上存在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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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世界銀行預測全球經濟或將迎來衰退
中國將保持增長

世界銀行發布2020年第6期《全球經濟展望》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或將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

的衰退，預計全球經濟在今年收縮5.2%。不過，世界

銀行同時認為，中國經濟將保持增長態勢。此外，多

家外媒也指出，中國經濟正在復蘇。

世界銀行：全球經濟收縮 中國保持增長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高斯（Ayhan Kose）表示：

“新冠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在很多方面都是史無前

例的。對發達經濟體來說，這可能是二戰以來最為

嚴重的衰退，對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

是60年來的首次經濟收縮……未來的增長預測還

有可能進壹步下調，意味著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做

好準備，采取更多措施來支持經濟活動。”世界銀

行預計美國經濟今年將收縮 6.1%，歐元區縮水

9.1%，日本收縮6.1%，印度收縮3.2%。

世界銀行預測稱，假如中國和亞太其他主要國家能

夠避免第二波疫情，那麼隨著經濟活動逐漸常態化以及

全球的封鎖解除，中國經濟在2020年將維持正增長。

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回歸正常軌道
外媒：經濟復蘇將令人印象深刻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8日報

道稱，全球許多國家的經濟都受到了疫情影響，只

有少數國家經濟會保持增長，中國就是其中之壹。

報道援引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主管邁克

爾· 斯賓塞（Michael Spencer）評論稱，中國很多產

業正在回歸正常軌道，中國經濟的內需部分已經恢

復得很好，出口部分的數字也比預期要好，中國的

經濟復蘇“將會令人印象深刻”。

路透社此前報道稱，後疫情時期，中國經濟走

上了穩定發展之路。隨著復工復產推進、商品價格

走穩，未來工業企業利潤有望進壹步回升。報道稱

，受助於相關扶持政策，汽車、專用設備等行業明

顯好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8日也報道

稱，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經濟都顯示出了復蘇跡

象。例如，中國5月份乘用車銷量達160萬輛，實

現11個月以來的首次同比正增長。

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德勤發布周報稱，疫情

期間，各國政府出於防疫需要采取了封城措施，人

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去商場購物、外出就餐、光顧電

影院，給服務業帶來了不小的沖擊。

德勤分析稱，雖然許多國家開始放寬防疫管制

措施，服務業整體上仍然萎靡不振：美國5月的

PMI指數為37.5，歐洲為29.0 ，印度只有12.6。報

告指出，只有中國是例外：5月份，中國服務業

PMI指數大幅增長，達到了55.0。

利好政策有助於中國經濟恢復正常
《紐約時報》報道指出，自2月初以來，中國人

民銀行已經采取了壹系列寬松的貨幣政策，包括降低

準備金和貸款利率，以及為受疫情影響的公司提供有

針對性的貸款支持。《紐約時報》援引凱投宏觀

（Capital Economics）的朱利安埃文斯-普裏查德（Ju-

lian Evans-Pritchard）評論稱：“鑒於中國寬松的貨

幣政策，我們認為未來幾個月信貸規模將繼續增長。”

他還指出，政府債券發行規模有所增加，這將推動投

資強勁反彈，並有助於在短期內支撐經濟活動。

《財富》雜誌4日也報道稱，中國的經濟恢復

可能比預期要快，報道援引黑石投資分析稱，由於

政府出臺了各種有利的經濟政策，到2020年底前，

中國經濟就能恢復正常的增速。

全球進入中國商品“買買買”時刻……

第127屆廣交會正式拉開帷幕。這

也是廣交會歷史上首次實現全程線上舉

辦。全球客商通過雲端展會，實現雲上

采購，共享中國市場新機遇。

在廣交會雲端開啟的同時，中央廣

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粵港澳大灣區總

部、央視新聞新媒體聯合推出特別直播

節目《廣交雲上，互利天下》，這也是

中國之聲廣播頻率與央視新聞新媒體首

次實現音視頻同步“多點融合”直播。

總臺多路記者走進廣東、浙江、江西

等地，與北京直播間音視頻連線，帶聽眾、

網友從127屆廣交會幕後走向臺前，穿越虛

擬展廳，壹路跨越大洋來到彼岸，又從“雲

端”來到線下，走進生產壹線，壹日千裏，

多角度呈現不壹樣的“雲上廣交會”。

最前沿：不倒時差
全天候廣交會歡迎隨時“剁手”

在廣州，廣交會業務辦副主任廖誌豪

在位於琶洲的廣交會新聞中心向聽眾、網友

首先揭秘這次“雲上廣交”的臺前幕後。

他說，本屆廣交會充分利用雲計算

、雲布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術，提高推送精準度。同時，順應“直

播帶貨”的發展潮流，設立10×24小時(

十天展期×全天候)參展商專屬直播間。

采購商在觀看直播過程中可便利查閱關

聯展品，還能通過多種溝通工具幫助供

采雙方即時溝通。全天候的廣交會歡迎

全球客商隨時“剁手”搶單！

最勵誌：老區仗“筆”走天下
今年廣交會面向貧困地區企業完全

開放申請，不設數量限制、不設門檻條

件，鼓勵積極申報，擴大受惠企業面。

江西南昌進賢縣文港鎮，被譽為

“華夏筆都”。直播畫面切入時，當地

凱龍文具禮品有限公司聘請的專業主播

正在用外語向海外客戶推廣產品，而直

播間不遠處就是企業的生產車間，附近

村民、困難群眾也在這裏實現就業。

“雲上廣交”壹頭連著老區脫貧奔康的

群眾，另壹頭連著海外大市場，源源不斷地廣

交會訂單轉化為群眾脫貧奔小康的希望。在直

播中，公司負責人周亮坦言，這次參展申請費

、差旅費、展位費、裝修費，所有加起來能夠

節省4萬多元的成本：“辦得真值！”

最“國際範兒”：精通十幾門外語

直播團隊挑戰“全時區覆蓋”

在位於廣東中山的格蘭仕集團的展廳

，廣交會開幕當天，壹支既精通10多國的

語言、又深諳營銷策略和產品特點的“最強

直播團隊”準時上線。在這裏，他們將通過

線上廣交會平臺進行每天時長三小時以上

“直播帶貨”，用VR虛擬現實+直播的技術

，向“所有的時區”推介企業和產品。

格蘭仕集團副董事長梁惠強在直播連線

中坦言：“雲上廣交”是新機遇，對企業也

是新挑戰。希望借此機會檢驗新技術，將線

下產品搬上“雲端”，讓海外的客戶和合作

夥伴也能夠獲得深入現場那樣的感受。

最“悠然”：外商宅家“雲逛”
跨重洋也要“買買買”
直播連線最後壹站，來到位於廣州

番禺的美國博泰克公司亞太區戰略采購

總監朱建華家裏，他已經參加了十幾年

廣交會。開幕當天廣州下起陣雨，他卻

第壹次得以在家裏壹邊喝茶，壹邊打開

線上廣交會平臺，與相隔重洋的老朋友

敘舊，聊壹聊市場新趨勢、新動向……

他說，逛廣交會形式變了，但堅持

參展的心願不變，中國市場水大魚多，

前景廣闊。而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

越大，也給了他們堅定參展的信心。

需求“最旺”：浙江VR展廳帶來

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
此外，直播還走進“直播帶貨”的發

源地——浙江，今年廣交會浙江交易展位

數全國第壹，近5400家企業，12000多個

展位。陣容浩大的參展天團，正說明了

“直播帶貨”與“雲上廣交”相得益彰！

記者張國亮首先帶領觀眾身臨其境

地觀摩了浙江省醫藥保健品進出口有限

公司以原有樣品間改造升級的廣交會直

播間，展示了公司在雲上廣交會展館推

出的VR虛擬現實展廳，隨後采訪了公

司黨總支書記、總經理王巧群。

王巧群表示，公司雲店鋪共上線296種

產品，包括醫藥制成品、輔料器械、中藥材

、保健品、按摩器材等產品，還嘗試性推出

了專業性強的醫藥中間體類產品，並結合當

前全球疫情形勢將時下最熱門的口罩、防護

服、檢測試劑等防疫產品搬到了線上。

采訪最後，王總向記者通報了本屆雲

上廣交會參展首日公司直播成績，截至6月

15日下午5點，公司接受了來自美國、秘

魯、越南、馬來西亞、也門、德國、香港

等國家地區的客戶以及國內業界同仁、供

應商的訪問，部分直播點贊破萬。

從15日開始，第127屆廣交會雲上

開幕，中外企業、客商將借助全新的平

臺實現“廣交天下”，走過63年的廣交

會也將在新技術助力下客似“雲”來，

全球將共享中國發展盛宴！

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炒作不同權股
在港上市

中概股回流
第4次爆升?炒作港股直通車 炒作滬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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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次次
爆升爆升

第第22次次
爆升爆升

第第33次次
爆升爆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隨着網易、京東等中概

股相繼回港上市，市場進一

步看好港交所前景，並指香

港有望變身成“東方納斯達

克”，更揚言“本地股只買

港交所”。港交所股價19日

再升 1.5%報 300.4 元（港

元，下同），為2018年1月

23日後首次企於300元水平

報收。不過，港交所過去急

升過後的跌勢頗急，市場人

士呼籲投資者小心風險。

港交所重上300元 兩年半高
中概股排隊赴港上市 成“東方納斯達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繼網易及京東之後，再有
大型中概股赴港上市。彭博19
日引述知情人士說，於紐交所
上市的百勝中國控股，已以保
密形式遞交在香港作第二上市
的申請，集資規模或約20億美
元（約155億港元）。

經營肯德基必勝客等連鎖店
知情人士表示，這家餐廳

運營商於近幾周向港交所提交
了股票上市申請，不過，這一
計劃股票發售交易的細節尚未
最終確定，百勝中國也可能決
定不推進上市。百勝中國的一
位代表拒絕置評。彭博1月份曾
報道，這家已在紐約上市的公
司一直在與中金公司和高盛集
團一起籌備在香港的第二上
市。

百勝中國在中國經營美國品
牌肯德基、必勝客和塔可貝爾等
連鎖門店。根據百勝中國的網
站，該公司在中國1,400多座城
鎮經營着9,295家餐廳，是中國
最大的快餐連鎖經營商之一，其
之前公布第一季度收入同比下降
24%，並表示預計新冠狀病毒大
流行對其業務的影響將需要很久
才能擺脫。

傳30萬人抽海吉亞 超購608倍
其他新股方面，19日截止

認購的內地醫療股海吉亞醫
療，市傳其公開招股部分錄得
逾30萬人認購，逾608倍超額
認購，凍結資金逾1,360億元
（港元，下同）。公司擬以招
股價上限 18.5 元定價，集資
22.2億元。

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排隊赴港，市場憧憬香港變
身“東方納斯達克”，刺激港交所的股價見

兩年半新高。未來資產中國成長基金組合經理蔡
偉煒表示，5月份已買入了港交所，這是他目前所
持有的唯一一隻本地港股，主要因港交所受惠於
中概股回歸的趨勢。港交所6月以來，已漲近
10%，表現強於恒指6.6%的升幅。

中概股回流可避開美噪音
蔡偉煒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香港經濟可

能仍會面臨壓力，但從金融市場來看，中央政府
做了很多努力，讓香港保持其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的光彩。”他同時透露，隨着中概股陸續回歸香
港，他將減持一些ADR轉投港股，以避開美國圍
繞中概股的噪音和言論。蔡偉煒旗下規模1.78億
美元的未來資產中國成長基金，今年以來回報近
15%，超越99%的同行。

彭博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共55家公司在港上
市，合計集資817億元（港元，下同），同比增
長26%。蔡偉煒透露該基金認購了京東和網易在

港發行的新股，他認為，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對大
型中概股有大量需求。“只要企業質素好，我們
會多置一點港股，而不會把所有資金都押在美
股，因為ADR面臨退市風險，儘管我認為這種可
能性較小。”

花旗：帶挈港股成交急飆
花旗的報告亦表示，中概股回歸或重構港股

市場，使其更偏向以新經濟和成長為導向，這波
回歸潮有望推動港股的日均成交上升20%。不
過，有證券商交易員表示，縱觀過往，港交所一
旦出現急升，暴跌的幅度也相當大，而且升跌幅
周期相當接近，他建議，若港交所在後市出現劇
烈的爆升炒作，股民不宜高追，或長期持有，並
認為今輪港交所由4月開展的升浪，有可能在今年
第四季完結。

港交所上市以來3次大爆升
港交所自2000年上市以來，一共經歷了3次

“大爆升”，第一次是06至07年的大牛市，但主

升段則為07年中，由內地宣布“港股直通車”政
策後出現，結果一場金融海嘯令港交所由高峰約
250元跌回50元水平。

第二次爆升為2015年的“大時代”，當時主
要因為2014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並預期
“深港通”也快將推出，使港交所在短短兩個月
內，由175元爆升至300元之上。第三次為2017年
炒作港交所將修例，容許同股不同權企業來港上
市，但後來遇上中美貿易戰而令升幅在2018年初
“斷纜”。

港股方面，恒指19日升178點報24,643點，
國指則升0.6%報9,974點。由於富時羅素指數調
整，指數換馬使港股成交急增至1,518億元。騰訊
創兩年新高，全日揚0.5%報460.4元。剛上市的京
東表現反覆，再回吐0.2%報233.6元。其他新經濟
股普遍上升，美團升0.9%，再創收市新高。

富時中國50指數收市後納入阿里巴巴及阿里
健康等股份，阿里全日升0.6%，阿里健康大升
7.6%，阿里影業更升9%。另外，新世界建議四合
一，該股升逾4%。

百
勝
中
國
傳
擬
港
上
市
籌
155
億



BB4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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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全新改版後的《中華情》致力於“以歌傳情＂

節目介紹：
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CCTV-4）一檔60分鐘的歌唱綜藝欄目，每
周面向全球推出一期綜藝音樂盛宴。全新改版後的《中華情》致力於“
以歌傳情”，每期邀請四組來自海內外的歌手現場演唱，經過故事講述
、歌曲演唱兩個環節，由觀眾現場打分，累計心動指數贏得驚喜。《中
華情》“以歌傳情、為你心動”，等你來！

《中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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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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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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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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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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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裏斯郡3000萬紓困金﹐23﹑24日接受申請﹐最高可領1500元﹗

哈裏斯郡口罩令22日正式上路﹐違者最高處千元罰款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哈裏斯郡
（Harris County）在5月中通過的3000萬救
助金﹐在本月12日優先開放非營利社區機
構申請﹐如今一個大好消息是﹐這筆紓困金
將於下周 23﹑24 日﹐也開放給普通居民申
請了﹒符合資格的哈裏斯郡居民﹐可以在
23﹑24 日兩天﹐透過網站及電話申請紓困
金﹐困苦家庭將受最高1500元補助﹒這筆
金額將能提供清貧家庭之付房租﹑添購孩
童時品﹐民眾絕對不要錯過﹒
你符合申請資格嗎你符合申請資格嗎﹖﹖
根據哈裏斯郡政府所公布的申請資格﹕

1. 居住在哈裏斯郡
2. 能證明在疫情間受到影響
3. 收入少於地區收入中位數的60%﹐或有
資格領取低收入戶公共補助者
4. 尚未在疫情期間取得任何「新冠相關」補
助的低收入戶居
只要符合上述資格﹐均能申請紓困金救濟
方案﹒移民家庭﹑未獲得失業保險或聯邦
政府新冠紓困法案的補助﹑或者失業救濟
金久久入帳者﹐也都有機會可獲得這筆紓
困金﹒

官網中也提供了收入對照表供民眾參考官網中也提供了收入對照表供民眾參考﹕﹕ 申請流程與時間線申請流程與時間線
要注意的是﹐此次申請期限只有兩日﹗申
請期間為23日上午6時至24日晚間10時﹐
民眾可上哈裏斯縣政府官網 www.har-
riscountytx.gov﹐或者撥打(832) 848-0214
查詢詳情﹒此次申請結果將在6月26日前
﹐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被批准獲款的
居民﹐會在五天內收到當地社區組織聯繫﹑
協助居民填寫申請文件﹐並發放紓困金﹒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德州地
區確診人數節節攀升﹐哈裏斯郡長伊達戈
爾對企業頒發口罩令﹐並從今日開始生效﹐

一直到月底結束﹐若違反這項行政命令﹐最
高可處千元罰款﹒
哈裏斯郡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在

19日上的記者會上宣布﹐將再度
頒布口罩令﹐要求哈裏斯郡所有
企業從 22 日開始﹐強制要求雇
員與客人要配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離﹑身體不適者禁止上班或進
入店內﹒如果有人不願意配合﹐
企業可以採取相應措施﹕如拒絕
服務﹑請其離開﹑嚴重者甚至可
以報警﹒如果不遵守的企業﹐將
會受到最高千元罰款﹐而不會針

對個人進行罰款﹒
這項命令也列舉出了例外狀況或族群這項命令也列舉出了例外狀況或族群﹕﹕
1. 10歲以下孩童可以不受命令管束
2. 在餐廳吃飯﹑開車時
3. 進行戶外運動或體育活動時
4. 在需要安檢的建築或活動中
5. 戴口罩會危害精神與身體安全時
根據伊達戈爾指出﹐這項命令將隨著德州
緊急狀態的結束一併到期﹐也就是本月底﹐
但伊達戈爾指出﹐將會要求州長延長緊急
狀態期限﹒
口罩令其來有自﹐早在疫情爆發初期﹐哈裏
斯郡就頒布過口罩令﹐要求全體民眾配戴

口罩﹐違者將處千元罰款﹐然而當時這項行
政命令﹐卻被州長艾伯特禁止﹐艾伯特認為
強制民眾配戴口罩會違反人身自由﹐因此
禁止各郡﹑市因此對個人開罰﹒
但隨著這陣子疫情升溫﹐海斯郡（Hays
County)﹑奧斯汀（Austin) ﹑比爾郡（Bexar
County）率先對「企業」實施口罩令﹐雖然不
針對個人開罰﹐但以企業為對象﹒對此﹐德
州州長在受訪表示雖然不會對人身自由進
行限制﹐但若是要對企業實施﹐命令就並無
不妥﹐顯然是默許了這次各郡﹑市所頒布的
命令﹒

Google﹑Amazon紛紛宣布將進駐休斯頓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就在上周之內
﹐兩家科技巨頭接聯宣布將進入或擴展企
業到休斯頓的計劃﹒亞馬遜已經開始在福
遍郡建立一個配送中心﹑谷歌則要休斯敦
開設首家專門從事雲技術銷售的辦事處﹒
預估將在2021年為當地提供高達1千個工
作機會﹐最低時薪15元起﹐各大徵才網站
上也紛紛釋出招聘消息﹒
亞馬遜全球客戶滿意度副總裁艾麗西亞·
博勒·戴維斯（Alicia Boler Davis）在新聞稿

中說﹕「我們很高興能在裏奇蒙（Richmond
）建立新的配送中心﹐繼續在德州增長與投
資﹒」「這個新的配送中心將為全州現有的
2萬多名員工﹐創造1000多個新的全職工
作機會﹐他們將首先獲得領先業界的新資
和福利﹒」根據新聞稿內容指出﹐新的配送
中心將配有亞馬遜機器人技術﹒
亞馬遜的配送中心位於裏奇蒙市 99 號公
路附近一帶﹐目前大樓工程正如火如荼地
展開﹐預計明年將完工並開始進駐﹒也因

為這兩家科技龍頭的進駐﹐使得這一帶的
房價水漲船高﹒
此外﹐谷歌已經與 BKR Memorial 簽署了
一份租賃合同﹐租用了Buffalo Heights大樓
（3663 Washington Ave）的整個樓層﹐做為
從事雲技術銷售的辦事處﹒該地點將於
2021年初交付﹒BKR首席執行官羅素·高
迪（Russell Gordy）在新聞稿中紙出﹕「谷歌
不僅是創新和經濟轉型的推動者﹐而且是
社區的積極參與者﹒」「我們很高興他們承

諾要來休斯敦時﹐選擇了Buffalo Heights大
樓﹒」
休斯頓市長特納在新聞稿中說道﹕「休斯頓
是創新技術與數位世界的中樞﹒」並指出谷
歌的新辦公室「對於我們城市的長期健康
和彈性至關重要﹒我們的目標是為居民和
新移民增加更多高收入的工作機會﹒像谷
歌這樣的公司也看到了這座城市的好﹕最
偉大﹑最有創意的心靈都在休斯敦生活和
工作著﹒」

【【作者作者：：李生李生 編輯編輯：：泉深泉深】】2020年6月11日之前的北京，已
經連續50多天沒有新增新冠病例，政府將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級別下
調至叁級，上下班也開始堵車，地鐵飯館超市開始熙熙攘攘，人們
生活正逐漸步入正軌….然而11日下午一例新增新冠本土病例打破了
這許久的平靜……12日6例、13日36例、14日36例、15日27例、
16日31例、17日21例，截至17日北京7天新增確診患者已累計暴增
158例……而他們大都與同一個地方有關聯——“新發地”。

一、疫情引發傳統農批市場急需新基建改造、新模式升級的思
考

新發地”位置處于北京四環往南 5 公裏京開高速西側，占地
1680畝，是北京地區最大的果蔬集散地，承擔著北京約80%的農產
品供應，是首都的“菜籃子”，被BBC紀錄片稱為“北京飲食文化
的靈魂”。2019年交易量1749萬噸，交易額1319億元，已排查5月
30日以來曾去過新發地的人員就近20萬人……突如其來的疫情，將
以新發地為代表的傳統農批市場推到了風頭浪尖，傳統農批市場的
弊端與短板仿佛成為了“疫情”的溫床……

批發零售分離、商流物流分離、投資運營分離、產品品質可追
溯化、市場建設標准化、綠色化、智慧化，隨著城鄉一體化的不斷
推進，中國傳統農批市場商業模式急需換代升級……

二、不成熟的農副產品流通體系造就了農批市場髒亂差的行業
基因

1、 批零兼營，品類齊全背後的“髒、亂、差”
可以說中國不成熟的農副產品流通體系造就了髒、亂、差的農

批市場，市場中批零兼營，場內人聲鼎沸，蔬菜、水果、肉類、海
鮮應有盡有，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商品包裝簡陋，貨物雜
亂堆放，汙水橫流、蚊蟲滋生、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問題。筆者因業

務常去日韓，感受走進日韓的水產市場，很少看見油汙或汙水，市
場內幹淨整齊，安靜有序，也聞不到令人不悅的腥臭味，海鮮、水
果以及壽司等都是明碼標價……

2、模式落後背後的品控難，打通供應鏈，實現食品安全全程溯
源

本次疫情的快速蔓延，恰恰暴露了農批市場在供應鏈可追溯體

系方面的短板。據專家分析
，被汙染的海產品或肉食品
通過冷鏈運輸到市場造成傳
播。比如新發地的叁文魚，
能不能追溯到誰賣的，怎麽
進口的，哪個港口上的岸，
哪個船運來的，哪個國家裝
的貨，哪個漁場捕撈加工的
等等…. 而在日、韓、德等國
，攤位上出售的食品從生產
、加工、倉儲、運輸、銷售
等各個環節，都記錄在案，
有據可查。產品的包裝標識
中必須標明生產者、生產流
程、產地和公司名稱、生產
日期和保質期、認證標簽等
。這不僅有利于保障食品安
全，也有助于形成一種信任
機制。

3、缺乏供應鏈管理和市
場准入管理，原始攤商低水
平背後的管理效率低下

國內絕大多數農批市場
仍停留在原始攤商階段，市
場監管還是以收攤位費管理
為主，商戶日常經營的進貨渠道廣而雜，管理方無法全面監控市場
供應鏈及食品安全溯源。對入駐商戶和進場商品無法進行實時准入
管理，缺乏現代批發市場應有的規範與效率。相比之下，國外發達
國家的農批市場有一個明顯特點：市場上車來車往、貨來貨去，但
見不到很多人。日本、韓國的批發市場實行批發零售分離、商流物
流分離、二次批發商代理等運行體制，甚至日本明確禁止在批發市
場內的零售行為。

叁、未來農批市場路在何方？抓住國家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
新基建的風口

今年5月，中央作出戰略部署，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
即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加強交通、水利
等重大工程建設。6月3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加快開展縣城城
鎮化補短板強弱項工作的通知》瞄准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需要
政府支持引導的公共領域，重點投向新型城鎮化建設……作為城市
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批市場關系著市民的幸福指數。亟需把建
設標准化、綠色化、智慧化批發市場納入“兩新一重”範圍，在政
策上給予扶持，同時在基礎設施建設、建設規劃、新基建、環保設
施等方面給予實際的資金支持，為批發市場的成功轉型和高質量發
展注入新動能。如何抓住這個風口，如何建設標准化、綠色化、智
慧化的農批市場？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要積極跟進抓住機遇，
在為抗擊疫情的同時,實現企業自身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並實
現叁個升級：

1、從批零兼營到專業農批市場的全品類功能升級，打造新型農
批綜合體

農批市場本身是一個流通的中間環節，承擔了集散的職能。要
提升效率，必須盡快實行批零分離。我國農批市場的服務功能也比

較單一，很多市場僅僅只是提供集中的交易場所而已，稍好點的則
配有一定倉容，供客商存放貨物周轉用，服務功能急需完善。而發
達國家批發市場通常具有商品分級整理、加工包裝、質量驗證、結
算服務、委托購銷、代理儲運、信息提供、代辦保險等配套功能。

2、 直 連 城 市 垃 圾 系 統 ， 專 項 提 升 垃 圾 分 類 效 能
農批市場應加強頂層設計，確保配套生活垃圾收集設施應當與

主體工程同步設計、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同步使用；同時可按照
標准同步配置濕垃圾就地處理設施，推行果蔬菜皮就地處理、淨菜
上市，在農批市場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購物袋，實行購物塑料袋有
償提供，推廣可重複使用的菜籃子、布袋子。並督導商戶踐行垃圾
分類。通過加強農批市場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
類處理體系建設，促進市場垃圾源頭減量和資源循環利用。

3、從攤位管理到線上線下數字化互動，並倒逼農產品流通各環
節的模式升級

農批市場是以攤商聚集而成的平台型交易組織，打通線上線下
經營渠道，積極發展網上交易和物流配送，以新鮮、快捷、便利、
安全為主要目標，結合電商及配送平台建立直供直銷、網上訂購、
連鎖配送等模式，滿足新時代下的消費者的不同場景購物需求，同
時助力商戶實現多渠道經營，並不斷創新批發交易監管方式，從而
提高商戶對接效率，通過市場內的交易數據、銷售數據、客流數據
、菜價數據、商戶數據、活動數據的大數據管理達到食品安全追溯
和商戶交易體驗的目的，它意味著生產、加工、倉儲、運輸、銷售
等各個環節都要按照標准化、綠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
。

不破不立，曉喻新生！疫情的爆發，是危，也是機，當下正是
打破原有市場模式，重新構建新型農批產品集散地的最佳時機！

叁文魚害死叁文魚害死““貓貓””———— 疫情沖擊下疫情沖擊下
““新發地新發地””模式還能走多遠模式還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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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夏季品嘗啤酒之旅休斯頓夏季品嘗啤酒之旅

（本報記者黃梅子）雖然新
冠病毒依然流行，但是彪悍的德
州人們並不在乎小小的病毒，自

從酒吧飯店重新開業之後，大家
都蜂擁而出，享受美食美酒。炎
炎夏季，休斯頓旅遊局推出THE

HOUSTON BREW PASS 休斯敦啤
酒通行證，壹天之內可挑選4種
啤 酒 品 嘗 1 day Houston Brew

Pass $28.95；72 小時內品
嘗 14 種啤酒 3 day Houston
Brew Pass $39.95， Taste
your way through 14 craft
breweries within 72 hours。
這些啤酒品牌全是休斯頓本
地啤酒廠家，新鮮釀造的生
啤美味過癮。（更多資訊請
查詢休斯敦觀光旅遊局）

德州德州0606//2222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截止
到週一上午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敦大休斯敦
地 區 病 毒 感 染 人 數地 區 病 毒 感 染 人 數
3338633386 人人,, 558558 人死亡人死亡,,
1314213142 人痊癒人痊癒..德州感德州感
染 人 數染 人 數 111601111601 人人 ，，
21822182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
：：
··哈瑞斯縣縣長伊達爾哈瑞斯縣縣長伊達爾
戈上週五已經宣布戈上週五已經宣布，，
從今天中午從今天中午 1212 點開始點開始
，，正式要求對該區提正式要求對該區提
供產品和服務的商家供產品和服務的商家

實施強制的口罩實施強制的口罩

令令，，包括哈瑞斯縣所包括哈瑞斯縣所
有的商業機構必須實有的商業機構必須實
施和宣傳這項安全的施和宣傳這項安全的
健康措施健康措施。。

德州勞工局表示德州勞工局表示
，，從從77月月66日開始日開始，，恢恢
復之前規定的失業人復之前規定的失業人
員在領取失業救濟金員在領取失業救濟金
的過程中對申請工作的過程中對申請工作
的要求的要求，，這項規定由這項規定由
於之前受到疫情的影於之前受到疫情的影
響而中斷響而中斷，，為了繼續為了繼續
獲得福利獲得福利，，失業人員失業人員
必須要證明個人有尋必須要證明個人有尋
找工作的表現找工作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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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數據好由於經濟數據好
於預期以及對政府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的希望於預期以及對政府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的希望，，上週股市反彈上週股市反彈。。
美國美國55月份零售額躍升近月份零售額躍升近1818％％，，是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單月增幅是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單月增幅，，
表明經濟正在從低迷的狀況中改善表明經濟正在從低迷的狀況中改善。。再加上有關白宮可能正在製再加上有關白宮可能正在製
定定1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的消息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的消息，，以及美聯儲宣布將通過購買以及美聯儲宣布將通過購買
公司債券擴大對信貸市場的支持的消息公司債券擴大對信貸市場的支持的消息，，導致股市扭轉了前一周導致股市扭轉了前一周
的跌勢的跌勢。。我們認為我們認為，，五月份的就業增長和零售額反彈的結合五月份的就業增長和零售額反彈的結合，，可可
以使投資者對經濟正在反彈感到充滿信心以使投資者對經濟正在反彈感到充滿信心。。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道瓊斯
工業指數收盤工業指數收盤2587325873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年跌幅年跌幅99..33%%），），標普標普500500指指
數收盤數收盤 30983098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99%%，，年跌幅年跌幅 44..11%%），），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99469946點點（（週漲幅週漲幅33..77%%，，年漲幅年漲幅1010..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經濟和股市目前正處於復甦的初期，儘管市場中長期
為增長趨勢，但這條道路將是積極因素和持續風險並存
及博弈的過程。
積極因素：

1. 消費水平回升。上週發布的美國5月零售報告顯示
，與前一個月相比，支出增長了18％，是有記錄以來的
最大單月增長，這令人鼓舞地證實了消費者已做好準備
隨著經濟重啟而開始消費。由於消費者支出占美國GDP
的70％，因此零售額的增長向我們表明，經濟萎縮最嚴
重的時期可能僅限於3月和4月。隨著被壓抑的消費者需
求的釋放，經濟的複蘇將比平均水平更快。

2. 勞動力市場恢復。上週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再次下降，在3
月下旬達到690萬的峰值後，新的失業救濟人數已降至150萬，連續
11周有所改善。就業和失業率的進一步改善將是漸進的，分析師預
計今年晚些時候失業率將下降至大約10％。失業率的持續下降將會
支持經濟的持久性增長。

3. 政策支持。美聯儲上周宣布，將購買公司債券以期為信貸市
場提供更大的流動性和穩定性。這是美聯儲為金融系統提供大力支
持的最新舉措，旨在為消費者和企業獲得必要的資金。市場對美聯
儲的聲明反應良好，因為它進一步表明了其對整個經濟中金融支持
的承諾。儘管08/09年金融危機期間信貸市場的緊縮加劇了經濟下滑
，但這次的貨幣政策反應使信貸市場保持了相當良好的運行。美聯

儲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提供政策支持，包括低利率和重大貨幣
刺激，以幫助促進經濟持久復甦。
持續風險：

1. 第二波疫情風險。在某些州，新的COVID-19感染和住院治
療的增加，加劇了人們對潛在的新一波病毒傳播的擔憂，從而引發
了對人類健康和經濟損失的潛在影響。但就投資而言，大概率不會
回到三月至五月的全面經濟關閉措施，因此不會出現之前股市連續
熔斷的局勢。

2. 其他不確定因素。首先，今年是美國大選年，雖然歷史表明
選舉更像是一個短期的煽動者，而不是一個長期的市場表現決定因
素（歷史數據表明，選舉年雖然市場動盪有所加劇，但金融投資市
場普遍表現良好），但兩極化的政治環境將導致市場憂慮情緒回升
。第二，全球經濟壓力已經重新燃起了中美之間貿易緊張局勢加劇
的可能。第三，某些受疫情打擊最為嚴重的行業可能會持久性低迷
（例如航空旅行，休閒娛樂，商業房地產，零售消費習慣等），這
可能會阻礙經濟恢復的速度或廣度。第四，政策響應的持續性。為
解決停工所需要的財政刺激措施將增加聯邦債務負擔。救市方案使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增加了數万億美元。展望未來數年，美聯儲最
終將不得不探索撤消該刺激措施的方式，而政府將需要找出解決不
斷膨脹的債務的方式，這都對金融市場構成潛在的威脅。

綜上，市場短期內由於不確定因素而會十分敏感，但投資者可
以對市場的中長期前景充滿信心。建議投資者分批次逐步投資以降
低風險，更多選擇歷史悠久的大公司股票，投資分散在受疫情影響
程度不同的行業，並合理配置債券類產品。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星期二       2020年6月23日       Tuesday,June 23, 2020

（本報記者秦鴻鈞 ）雖然近期新冠
疫情依然嚴峻，很多產業仍在半開工狀
態，但選舉的事攸關全體市民整體的利
益，仍受到大家的關注。尤其今年德州
地區華人聚居的福遍郡選區出了首位華
裔女性— 優秀華人張晶晶出馬競選郡級
的稅務總長，更成了大家矚目的焦點。
福遍區稅務總長共和黨內第二輪投票，
將於今年6月29日至7月10日舉行提前
投票，正式投票日在7月14日，希望支
持晶晶的華亞裔，以選票証明我華人的
力量。

張晶晶（J.J. Clemence ) 在休士頓
華人圈可謂家喻戶曉，她自信又接地氣
的形象，她憑藉個人努力和獨特的人格
魅力，多年來已深入人心，逐漸獲得亞
裔群體和主流社會所認同。

張晶晶的履歷十分完整且輝煌。她
曾為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亞洲社區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亞裔事務外聯部部長
；德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房地產研

究和咨詢委員會副主席；15年注冊審計
師及市場開發部經理的業界經驗；她同
時還是福遍郡學區債券委員會委員；福
遍郡學區創新委員會委員；及福遍郡共
和黨財務長及財務委員會主席。

張晶晶擁有貝克大學會計學學士學
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是Fort Bend
郡共和黨的財務主席，Fort Bend郡獨立
學區債券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及 Fort
Bend郡創新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 張
晶晶長期致力於降低流程成本，是Fort
Bend縣的一位公認的保守派領導人，擁
有十多年的金融和商業認證經驗。她在
在貝克休斯（Baker Hughes），Spectra
和Enbridge的金融和商業策略部門擔任
過多個財務審計師職位。 為Fort Bend
County提供了十多年的財務，運營和欺
詐審計經驗。張晶晶擁有註冊審計師和
市場發展部經理的經歷，以及作為共和
黨和財政保守派的良好往績，使她成為

該職位的理想人選。 張晶晶也是美國國
會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的
社區外聯主任，德克薩斯州亞裔共和黨
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德州州長格雷格•
阿伯特（Greg Abbott）德克薩斯州房地
產研究和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她還是
Fort Bend獨立學區債券委員會和創新委
員會的董事會成員，Fort Bend縣GOP的
財務主管和財務主席，Precinct 4044的
主席，以及德克薩斯州亞洲共和黨俱樂
部的副主席。現在張晶晶已經正式宣布
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 職位，請所有的華
人投票給張晶晶贏得這個職位以更好和
更多地為華人社區服務。她在Fort Bend
County從事社區服務的悠久歷史以及豐
富的財務經驗使她成為Fort Bend County
稅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關於房屋稅事務，張晶晶解釋說：
美國整個稅系統包括不同的部門，各個
部門相互獨立，相互協作。通常，估價
局 (Appraisal District) 每年評估徵稅價格
，財產主 (Property Owner) 不滿意估徵
稅價格有權提請抗辯 (protest)。一般來
說，本地的徵稅單位 (taxing unit) 根據本
單位年度提供公眾服務需要的預算決定
稅率 (tax rates)。比如當地的總共財產
估價是$100 million, 本年度學區正常運
行需要資金預算是$1 million, 學區稅就是
1%, City 需要的資金預算是$0.5 million,
City的稅率就是0.5%，等等。 。每年的
稅率都會上下浮動一點點根據徵稅單位
的預算變化和財產價格的變化。徵稅單
位(taxing unit) 委託收稅官 (tax asses-
sor-collector) 收取財產稅。德州憲法
(Texas Constitution) 有幾個基本原則：
徵稅平等均勻 (taxation must be equal
and uniform)，就是說給地產估價時候
，同一個區域類似的地產會有類似的估
價。所有財產必須根據目前的市場價格

(market value) 徵稅，除非有法律規定的
豁免 (exemption)。德州的 Homestead
Law 就是一個很好的豁免的免稅法規，
但只對屋主的自住房，其它商業地產和
投資出租房都沒有這個豁免。張晶晶在
Fort Bend County居住了11年，張晶晶完
全了解如何與華人社區進行交流，並了
解他們在財產稅和任何其他與稅收有關
的事務上的需求。 她是唯一可以最大程
度地幫助華人社區的Fort Bend County稅
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Fort Bend縣代表了美國所能提供
的最好的服務：強大的商機，一流的學
校和繁榮的社區。 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
人們應在各級政府中獲得政府的透明度
和效率。 作為您的稅務評估員，張晶晶
將確保您的稅率計算合理，並會努力改
善收款流程，為您節省金錢，並使Fort
Bend縣成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J.J.
期待著有機會贏得您的投票。”

自從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長以來，
得到了當地許多華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
援助。作為第一代移民參加競選這個十
分關鍵的公職，晶晶面臨重重困難，也
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但有同胞們的大

力支持和鼓舞，有晶晶服務社區的堅定
信心，競選工作一路所向披靡，得到了
諸多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背書，更得到
了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晶晶對各位
同胞和志願者的無私的奉獻以及忘我的
努力感激不盡，在此說一聲謝謝，道一
句感恩！讓我們一起用選票來證明華人
的力量 !。

張晶晶是首位宣布競選稅務總長職位的華人候選人張晶晶是首位宣布競選稅務總長職位的華人候選人
第二輪提前投票在第二輪提前投票在66月月2929日至日至77月月1010日日，，正式投票日正式投票日77月月1414日日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和張晶和張晶
晶合影晶合影

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
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
合影合影

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卿&&美國住房和城市美國住房和城市
發展部長發展部長Ben CarsonBen Carson和張晶晶和張晶晶

及女兒合影及女兒合影
J.J. Clemence is the most conservative, knowledgeable, 
dedicated and hardworking candidate in the race
•  Community Outreach Director for U.S. Congressman 
   Pete Olson
•  Governor Greg Abbott’s Vice Chair on the Texas Real 
   Estate Research and Advisory Committee
•  Treasurer and Finance Chairman for the Fort Bend 
   County GOP
•  Board Member for the Fort Ben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Bond Committee and Innovation Committee
•  Republican Precinct Chair for Precinct 4044

•  Bachelor degree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nd her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Baker University;
•  Worked as a Certified Auditor with UMB Bank, Baker Hughes, 
   and Spectra Energy;
•  Finance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and 
   Fundamental Advisor at Spectra Energy and Enbridge;
•  Oversaw Compliance, Fraud, Contract, and Budget Review for 
   oil and gas companies;
•  Conducted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audit globally.

Your Choice for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J.J. Clemence the only candidate with a financial background to do the job!

Runoff Early voting: May 18-22, Republican Runoff: May 26, 2020
Come back one more time

U.S. Congressman 
Pete Olson

Texas Land
Commissioner
George P. Bush

Texas Comptroller of
Public Accounts

Glenn Hegar

Former Fort Bend
County Judg

Robert Hebert
Conservatives in Fort Bend County

uniting behind J.J. Clemence

Dr. Anna Allred
Hon. Jacquie Baly
Ramana Bommareddy
Anthony Carpenter
John Coulter
Mahmud Dahri
Tobin Englet

Dale Gibble 
Robert Gracia
Pat Hebert
Max-alalibo Ibifrisolam
Carlo Jimenez
William (Bill) Johnson
Hon. Tricia Krenek

Michael Liu
Lewis Luckenbach III & 
Katherine Luckenbach
Don McCall
Jonathan McClellan
Melvin Menezes
Tina Michie

William J Michie
Hon. Amy Mitchell
Edward  Mickey Mixon
Evelyn Montalvo
J. Andres Novoa
Howard Paul 
Beth Penn
Terese Raia

Hon. Dave Rosenthal
Debra Ross
Alan K. Sandersen
David L. Savage
Justin G. Schiro
Alan Stobbe
Paul G. Swilley

Hon. Wayne K. Thompson
Jason Walker
Doug White
Raymond Wick
Hon. Dr. Martha Wong
Hon. Daniel Wong
Hon. Bridget Yeung
Eddie Zuniga Jr.

List of the main endorsements 

Vote for J.J. Clemence the only qualified and 
the most conservative person to head our tax office. 

FOR FORT BEND COUNTY TAX ASSESSORFOR FORT BEND COUNTY TAX ASSESSOR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亞裔社區亞裔社區66月月2222日共同舉辦反日共同舉辦反
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

SamSam大賣場大賣場 區域經理專机將區域經理專机將 兩位兩位 反種族暴力英雄反種族暴力英雄MidlandMidland市市
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 L. OwenZachary L. Owen及邊防巡邏員及邊防巡邏員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
接受接受 亞裔社區亞裔社區66月月2222日共同舉辦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日共同舉辦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

各界人士感謝兩位見義勇為的過路英雄各界人士感謝兩位見義勇為的過路英雄MidlandMidland市市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Zachary
L. OwenL. Owen及邊防巡邏員及邊防巡邏員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相救相救,,住在德州住在德州MidlandMidland 的一個的一個
緬甸家庭緬甸家庭，，因為被誤認為是華裔因為被誤認為是華裔，，在在Sam's ClubSam's Club的商店被一名顧客襲的商店被一名顧客襲
擊擊，，家裡的父親和家裡的父親和22歲及歲及66歲的孩子不幸被刀砍歲的孩子不幸被刀砍

MidlandMidland市市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 L. OwenZachary L. Owen及邊防巡邏員及邊防巡邏員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
接受各界人士表揚接受各界人士表揚

吳元之議員頒發表揚狀及兩面吳元之議員頒發表揚狀及兩面AustinAustin漂揚美漂揚美
國國旗給兩位國國旗給兩位 反種族暴力英雄反種族暴力英雄MidlandMidland市市
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 L. OwenZachary L. Owen及邊防巡邏員及邊防巡邏員

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

UCAUCA總裁總裁Haipei ShueHaipei Shue頒贈慰問金給頒贈慰問金給 英雄英雄MidlandMidland
市市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 L. OwenZachary L. Owen 因為與暴徒格鬥因為與暴徒格鬥
，，大腿和手部嚴重受傷大腿和手部嚴重受傷，，至今仍無法正常工作至今仍無法正常工作。。

關振鵬代表市長關振鵬代表市長 頒發表揚狀給兩位頒發表揚狀給兩位 反種族暴力英反種族暴力英
雄雄MidlandMidland市市SamSam大賣場大賣場Zachary L. OwenZachary L. Owen及邊防巡及邊防巡

邏員邏員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致詞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致詞


	0623TUE_B1_Print
	0623TUE_B2_Print.pdf.
	0623TUE_B3_Print
	0623TUE_B4_Print
	0623TUE_B5_Print
	0623TUE_B6_Print
	0623TUE_B7_Print
	0623TUE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