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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寬松政策再加碼
機構看好全球經濟復蘇

近期，盡管多國經濟數據轉好，但

在疫情或會卷土重來的擔憂之下，全球

金融市場波動劇烈。為更好支持經濟增

長，美國、日本等國家正同步推出系列

支持政策。在此背景之下，業內對全球

經濟展望樂觀，預計四季度全球經濟將

迎來V型復蘇。

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管齊下
疫情擔憂疊加美國國內騷亂，美聯

儲再次出手護航美國經濟。

當地時間15日，美聯儲宣布其政策工

具二級市場公司信貸融資便利（SMCCF

）將開始購買企業債券組合，為市場提

供流動性支持。這意味著，美聯儲將從

6月16日起直接出手購買單個公司的債

券。

SMCCF是美聯儲3月時啟動的緊急

政策工具之壹，目的是在疫情過後改善

企業債券市場的流動性。雖然SMCCF自

啟動時就承諾將購買企業債券，但自美

國市場流動性有所緩解之後，美聯儲購

買的只是企業債ETF，即間接購買企業

債。

對於美聯儲為何在此時宣布直接

購買企業債券，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

分析師周茂華分析稱，近期美國疫情

有所反彈，對美國中小企業沖擊較大

，美聯儲希望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政策力度，以減緩疫情影響，避免短

期經濟破壞長期化。加上對經濟衰退

前景的擔憂，美聯儲並不希望政策落

後於經濟曲線。

“近期資本市場流動性的惡化也是

美聯儲直接購買企業債券的原因之壹，

美聯儲此時推出更為主動的資產購買計

劃，其目的在於穩定市場情緒，並為艱

難復蘇中的美國企業提供充足的信貸支

持。”西部證券研發中心首席宏觀分析

師張育浩說。

雖然美聯儲大範圍購買企業債券的

決定表明美聯儲采取了更加積極的政策

，但其購債行動也會承擔壹定的道德風

險。張育浩稱，在美聯儲的“兜底”之

下，企業被變相鼓勵承擔更多金融風險

。另外，投資者擔憂美聯儲的行動會支

持許多已經無法償還債務的“僵屍”企

業，將催生壹大批高杠桿的企業以及不

良借款人。

除貨幣政策外，美國新壹輪大規模

財政刺激政策也在醞釀中。

據外媒報道，特朗普團隊正在擬

定壹份規模達 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建設提案，其中大部分資金將傾斜到

道路、橋梁、5G設施以及農村寬帶建設

等領域。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有

了幾輪刺激之後，目前基建刺激暫時

還沒有用上，邊際效果可能更大。1

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 5%，如果

能通過的話對美國經濟的幫助會比較

大，也能提振資本市場的情緒。”張

育浩稱。

多國刺激政策再加碼
機構看好經濟復蘇
為應對疫情風險，多國刺激政策正

不斷加碼。

日本央行16日宣布維持利率不變，

承諾將繼續積極購買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日本地產信托基金，並將提

供充足的日元、外匯基金撥備，沒有

上限。此外，該央行還將特別貸款計

劃規模由 75 萬億日元增加至 110 萬億

日元，主要用於向為企業融資的銀行提

供資金。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稱，疫情將

在較長時間內影響全球及日本經濟發展

前景，日本央行決定將其危機應對政策

工具延期至2021年3月以後。未來如果

有必要，將毫不猶豫推出進壹步寬松措

施。此前，美聯儲方面也稱，將把零利

率政策維持至2022年。

當天早些時候，澳大利央行公布的

6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承認，在疫情影

響之下，可能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為經濟提供支撐。

歐盟當前也提議設立壹項規模7500

億歐元（約合8470億美元）的經濟恢復

計劃，包括5000億歐元援款和2500億歐

元貸款。

在各國積極施策應對疫情之時，

機構對全球經濟復蘇展望樂觀。摩根

士丹利經濟學家切坦 · 阿亞（Chetan

Ahya）稱，近期經濟增長數據意外上

升，且各國采取政策措施刺激經濟，

預計今年四季度全球經濟將出現V型

復蘇。

印度經濟面臨大考
綜合報導 印度經濟眼下正麻煩纏身。據官方

17 日數據，印度過去 24 小時內新增確診 10965

例，單日新增病例已連續6天過萬。同日，單日

新增死亡病例2003例，這也是印度自疫情暴發以

來，單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超過2000例，增幅創

最高紀錄。

考慮到疫情還在持續擴散，多個國際組織和機

構對印度經濟增長前景不甚樂觀。世界銀行認為，

印度 2020-2021 財年經濟將收縮 3.2%。經合組織

(OECD)預計，如果2020年底前全球未出現疫情二

次暴發，印度今年經濟增速料將為-3.7%；若二次

暴發，印度增速將掉到-7.3%。

實際上，印度經濟自2018年起已顯現疲態。去

年以來，印度央行多次降息以提振經濟，但效果並

不明顯。2019-2020財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

，印度經濟增速僅為4.2%，遠低於上壹財年6.1%

的增速。

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學家蘇布拉瑪尼安認為，

印度經濟正面臨嚴峻挑戰。壹方面，經濟領域長期

積累的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加重企業和

金融部門債務壓力；另壹方面，政府缺乏有效的宏

觀調控手段，導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回

暖的“組合拳”效果不佳。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東南亞與大洋洲

研究所副所長王世達稱，疫情防控前景不樂觀，現

在及未來形勢非常嚴峻，可能給本來就增長乏力的

印度經濟造成更大打擊。

印度亟需渡過難關，開放合作或是最優解。

近年來，中印經貿合作密切。貿易方面，中國

連續多年為印度第壹大貿易夥伴，也是印度最大進

口來源地。據中方統計，2019

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6395.2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6%。

阿裏巴巴、騰訊、小米等多家

企業在印度均有投資。

不過，商務部研究院區

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

建平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稱，中印經貿合作近

年來雖有進展，但合作規模與兩國經濟體量相比

依然明顯不相稱。例如，韓國人口只有5200萬，

不到印度的4%，國土面積也與印度相去甚遠，但

2019年中韓雙邊貿易額卻高達2845.4億美元，遠

遠高於中印貿易額。

在國內疫情吃緊，經濟遭受沈重打擊之際，能

否在防疫、經濟復蘇等方面與中國加強合作，應是

印度更迫切的問題。

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蔡晶關註近期中印邊境沖突的問題。蔡晶稱，越是

在危機時刻，印度越應當清醒認識到，在邊境問題

上“小動作”頻頻，不僅無助於印度實現發展目標

，反而會分散處理國內疫情、經濟、民生等主要矛

盾的精力，損害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據世界銀行預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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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將萎縮5.2%。不過，中國經濟仍將保持增長

態勢。

北京師範大學金磚國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也

表示，中印兩國因發展階段不同，經濟結構互補性

較強。中國在機電、化工等行業具有優勢，印度的

長處則更多體現在醫藥、紡織、電子信息產品等方

面。如果印度能與中國加強合作，擴大相互間貿易

投資，加強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電商等方面合

作，對兩國經濟都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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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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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6月21日，北京新增報告本地確診

病例9例、疑似病例2例、無症狀感染者

5例，這是新發地疫情持續8天後，北京新增確診首次降到個位數。北京市委宣

傳部副部長徐和建在記者會上表示，北京成功在最短時間摸清了疫情傳播的底數

和重要風險點，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勢頭。

京新增9確診 首降至個位數
津病例溯源“破案”初判人傳人與京關聯

值得關注的是，6月22日，天津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張穎介紹，結合流行病學史和基因

測序結果，此前天津出現的1例本地確診病例初
步判斷是人傳人，其同事曾多次赴京。

4病例無新發地接觸史
自6月11日以來，北京已累計報告本地確診

病例236例，在院236例，尚在觀察的無症狀感
染者22例。在22日最新通報的確診病例詳情
中，可以發現，有4例確診病例並未提及有過明
確的新發地市場及相關人員接觸史。北京市委宣
傳部副部長徐和建表示，北京成功在最短時間摸
清了疫情傳播的底數和重要風險點，遏制了疫情
蔓延的勢頭，向好發展態勢清晰。但仍要清醒地
看到，首都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新發地疫情首例確診病
人“西城大爺”唐先生病情已好轉，目前情況平
穩。此前，唐先生在接受流調詢問時思路明白、

記憶清楚，詳細說明了5月30日以來自己去過的
地方和對應的時間，有力幫助了追溯行動軌跡和
接觸人群。

協和醫院核酸採樣方艙啟用
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是精準防控的前提和

有效手段。為滿足短期內集中完成大規模採樣的
應急需要，經過前期嚴格論證，6月18日北京協
和醫院決定將急診北廣場東側前一片長40米、
寬4米的綠地改造為核酸檢測方艙。6月21日，
核酸檢測方艙建設項目已完成驗收。6月22日，
北京協和醫院新冠核酸採樣方艙正式啟用。

津廚師抗體陽性 多次赴京
據了解，北京協和醫院建成的核酸採樣方艙，

是一個符合傳染性疾病防控規範的核酸開單、採樣
方艙服務區，方艙內設有8間採樣室、4間開單室
和2間綜合服務室，可規範區分患者人流，提升醫

院新冠核酸採樣能力。
自6月17日天津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以

來，當地連續開展感染來源追蹤排查。6月22日上
午，天津公布了6月17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病毒溯
源的最新發現，結合流行病學史和基因測序結果，
初步判斷是人傳人。

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介紹，通過多次
排查發現，確診病例工作所在酒店的另一名廚師
血清學抗體(IgM)陽性，該廚師近一個月曾多次
赴北京，且在餐館、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長時間
逗留，但此人至今未表現出任何症狀。該廚師回
津後與確診病例在工作中有過交集。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復旦大學附
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22日在“2020財
新夏季峰會”上表示，在全球疫情大環境下，通
過航空途徑進入的病例能通過閉環管理阻止，但
是從陸路、通過污染食品進入的病例，有可能防
不勝防。所以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追求病例
絕對清零是不現實的。

張文宏認為，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保持
病例接近零的態勢。這意味着一旦發現散發病
例，各方會立即反應，對重點地區精準防控，把

病例降到又是零的狀態。這個狀態過段時間有可
能再度被打破，而後又得到防控，但是整體經濟
不受影響。這是一種不叫“絕對零病例”，而叫
“接近零病例”的策略，這種策略中國事實上已
經在執行。精準防控、快速醫治，這種策略對中
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適用的。

精準化抗疫保經濟發展
張文宏認為，精準化抗疫將會成為中國抗疫

的主旋律，在精準化抗疫的基礎上才可以保證經

濟不會“一管就死”。相關行業不能重啟帶來的
次生災害影響巨大，如何平衡是政府要做的一個
重大決策。重啟過程中如何做到精細化管理，將
是巨大的考驗。不能因為一兩例病例的復發導致
整個經濟重新關閉。

張文宏表示，在目前對疫苗能否出來、出
來以後產量如何、副作用如何、療效如何都不
太清楚的情況下，要遵從現在的防疫策略，把
疫情控制在極低的可控水平，保證經濟的繼續
運行。

張文宏：追求絕對零病例不現實

■出於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北京大興區
體育中心綜合館內正在搭建一個可移動、自動
化、大通量的核酸檢測實驗室。目前，工人們正
在緊張地進行設備安裝和調試。小圖為工作人員
在氣膜艙內工作。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22日發布的2020年《汽車工業藍皮書》顯
示，2019年中國汽車產銷規模雖下滑較大，
但仍以絕對的優勢連續11年蟬聯全球第一，
中國汽車銷量佔全球總銷量比重為28.8%，較
2018年下降1.2個百分點。受銷量下行的影
響，汽車製造業各項經濟指標均出現不同程
度的下滑。在營收及成本未出現大幅下滑的
情況下，利潤總額卻同比大降15%左右。這
也從側面反映出，為了應對汽車市場銷量下
滑的情況，各大車企紛紛下調了利潤率，讓
利消費者，促進自身的銷量回暖。

去年銷量同比下降8.2%
藍皮書指出，繼2018年之後，2019年中

國汽車行業產銷量再次下滑，全年累計銷售
2,576.9萬輛，同比下降8.2%。在出口方面，
受美國制裁伊朗、中美貿易摩擦等的影響，
中國汽車出口小幅下滑，全年總體出口102.4
萬輛，同比下降1.6%。從出口區域來看，伊
朗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品牌出口的重要市場，
也是奇瑞、江淮等自主品牌在海外的第一大
市場。2018年中國對伊朗出口了十幾萬輛，
2019年由於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中國基本沒
有出口伊朗。中國對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
和阿爾及利亞等市場的出口有一定的增長。

進口同比降2%
從進口來看，2010年至2019年，中國汽

車進口量從77.1萬輛上升至2014年的最高
142.3萬輛後，2015年至2019年5年中出現4
次下降的情況，2019年進口車市場延續2018
年供需雙降的局面，但降幅明顯收窄，全年
累計進口汽車108.6萬輛，同比下降2.0%.

受宏觀經濟及政策因素影響，汽車企業經
濟效益增速放緩，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回落。在
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汽車製造業是利潤下降
行業之一，利潤總額同比大降15%左右。這也
從側面反映出，為了應對汽車市場銷量下滑的
情況，各大車企紛紛下調了利潤率，讓利消費
者，促進自身的銷量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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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銷量佔全球總銷量比重為28.8%。圖為安
徽省蕪湖市的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總裝三車
間忙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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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指出，國際機構投資者聚集於香港，很
多是通過滬深港通投資於內地A股市場，因

此在香港推出基於A股的衍生產品，訴求有其合理
性。國際投資者需要基於A股的衍生品來管理投資
風險，同時預計未來一段時間香港仍是外資進入中
國資本市場的一個主要渠道。“無論是從香港本身
的發展，還是從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來看，香港推
出基於A股的一些金融衍生品是情理之中的事，應
該予以支持。”

監管基礎良好 推出時機成熟
方星海表示，中證監和香港證監會在兩年前已

簽署跨境金融衍生品監管的MOU（合作諒解備忘
錄），在極端市場情況下，對跨境衍生品進行監
管，因此目前已有良好監管基礎，有了這個基礎
後，香港推出基於A股的衍生品時機是成熟的，可
以在結合當前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這個大框
架下予以很好解決。
對於中概股回歸A股，方星海回應稱，在香港

還是內地上市，取決於企業自身的意願，監管部門

都樂見其成。從減持、信息披露、員工持股等問題
來看，香港的制度完善，比較適合中概股二度上
市。A股也有一定優勢，如交易規模大，且大部分
中概股企業業務在內地市場等。
美國威脅制裁香港，令外界擔憂可能動搖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方星海強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是市場的自主選擇，而近期市場自身作出決策，
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表示出樂觀的態度。

MSCI棄星取港 更利產品運作
他舉例說，近期MSCI宣布把有關亞洲

市場的衍生品指數集體從新加坡交易所轉到
香港證券交易所。這是市場自己的選擇，
政府沒有任何的干預。MSCI做出這一舉
措的原因，一方面是因香港股權衍生品市
場發達，交易品種有很好的基礎，轉移到
香港更有利產品運作。另一方面，香港聚集
了亞洲最多的全球機構投資者，尤其是股權
機構投資者活躍，而股權衍生品也主要是為
這些投資者設計的，產品移到香港後市場交易

會更活躍。
方星海還提到，香港成為近期中概股回歸的主

要上市地，也是企業的自主選擇。這些企業選擇香
港二次上市，主要因為相關制度比較完善，香港作
為亞洲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與內地資本市場關係
密切，都非常有利
於香港吸引中概股
公司。

中證監撐港推Ａ股金融衍生品
方星海方星海：：港金融中心地位穩固港金融中心地位穩固 仍是外資進內地樞紐仍是外資進內地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港交所行政總
裁李小加22日出席彭博網上全球投資峰會時表示，
儘管面臨挑戰，但香港潛在IPO市場非常強勁，而
且非常富有韌性。鑑於許多大型本地IPO交易正在
醞釀之中，今年將成為重要一年。

受惠網易、京東等中概股相繼赴港上市，港交所
近期股價上周重上300港元。李小加稱，雖然未知香
港會否蟬聯全球新股集資額第一，但有見不少中概股
返港上市，亦有許多大型新股上市，不論發生什麼事
情，今年也是新股集資的“大年”，香港新股集資表
現將會強勁和非常有競爭力。
問及上海加快發展金融中心會否長期削弱香港

上市市場的吸引力，李小加認為上海和香港市場功
能不一，兩者可互惠互利，港交所永遠可以彌補上
海的不足，重申中國金融市場愈開放並不意味香港
會失去吸引力，反而是擁有更多機會，只要香港可
以保持差異化及競爭優勢，內地及香港永遠能一起
成功。
中證監早前表示會加快科創板納入滬股通範圍。

李小加回應指，具體情況要視乎內地政策目標及商業
利益等因素，但他對企業選擇赴港上市有信心。另
外，他又指，正與內地商討將第二上市的同股不同權
股份納入港股通，但未能提供具體時間表。
提到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方面的問

題，李小加稱，香港不希望不符合標準、有問題而
被美國除牌的企業赴港上市，相信美國當局不會單
純因為企業是中國公司，便要求企業除牌。至於質
素好的企業回流赴港上市，相信是美國的市場環境
未能為企業帶來足夠信心，不論是首次或是第二上
市，港交所亦歡迎。

對於中概股瑞幸咖啡造假，李小加認為，“壞
蘋果”在任何時間、地區都會出現，重要的是監管
機構不會被有關企業愚弄。對於美國要求美國上市
的境外企業證明其不受外國政府操縱，他認為是合
規議題，不相信美國單純因為企業來自中國，就會
要求它們除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疫情下國際競爭格局生變，
人民幣國際化政策調整的呼聲漸高。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22日在
財新夏季論壇上表示，人民幣國際化
還涉及全球資本流動問題，而全球資
本流動的方式、方向以及程度也會影
響幣種的選擇。“總體來講，我認為
如果能夠有耐心做好自己的改革開放
的工作，這個事就會逐步向前發展，
也不必急於求成。”
人民幣國際化是個相對的題目，

它和其他貨幣在國際使用中的選擇有
一個互補關係，其中最主要的是美
元。如果美聯儲的政策造成大家對使
用美元信心減弱，反而促使大家會選
擇其他貨幣進行交易，給其他貨幣提
供了更多機會。而全球資本流動方
向、方式及程度亦會影響使用貨幣的
選擇。他認為，改革開放仍有不足，
要有勇氣向前推進，相信對中國經
濟、國際合作、人民幣未來國際地位
及自由使用等都有好處。

方星海：需未雨綢繆應對新形勢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

人民幣國際化啟動11年至今，只是
開了個頭，今後十年應該加快推進人
民幣的國際化。但他同時強調，人民
幣國際化一向遵循“水到渠成”的戰
略，“拔苗助長”是不行的，但同時
在新的形勢下，特別是新的國際競爭
格局下，也要考慮“未雨綢繆”這樣
一項戰略，應該把“水到渠成”和
“未雨綢繆”更好地結合起來。
“中央早說了‘越是接近世界舞

台中心，我們面臨的外部壓力就會越
大’，所以站在新冠疫情還在蔓延、今
後的世界格局會面臨很大改變的時候，
應該重點思考一下今後10年到15年國
家會面臨哪些外部環境的壓力。”方星
海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恐怕就是應對今
後的外部金融壓力中，需要提前謀劃的
繞不過去的一個課題。
方星海表示，之所以要加快人

民幣國際化，首先，政府居民持有的
大量境外資產，多以美元資產為主，
在美聯儲當前貨幣政策下，美元資產
價值面臨很大不確定性。美聯儲
2020年3月至5月期間將資產負債表
從4.2萬億美元擴大到了7.1萬億美
元。儲備貨幣國家，往往通過印鈔而
不是改革來解決內部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22日在北京出席財

新夏季峰會時表示，儘管外部壓力和不確定性增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並會進一

步加強，對此市場不應有絲毫悲觀的情緒，要充滿信心。他還表示，支持香港推出基於A

股的金融衍生品，此舉既利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又有助於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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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內地擴開放更添港機會

■■方星海強調方星海強調，，市市
場對香港國際金融場對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前景抱樂觀中心的前景抱樂觀
態度態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周小川認為周小川認為，，人民人民
幣國際化將逐步向前幣國際化將逐步向前
發展發展，，不必急於求不必急於求
成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小加稱李小加稱，，香港香港
新股集資表現將十新股集資表現將十
分強勁和非常有競分強勁和非常有競
爭力爭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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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惡房客積欠房租惡房客積欠房租惡房客積欠房租惡房客積欠房租﹑﹑﹑﹑神隱搞消失神隱搞消失神隱搞消失神隱搞消失﹖﹖﹖﹖律師分享應對之法律師分享應對之法律師分享應對之法律師分享應對之法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房貸利率降至低點﹐許多民眾往往好奇﹐
是否應該趁著這個良機﹐入手夢寐以求
的小屋﹖本台獨家邀請到地產專家﹐分
析在疫情當頭的期間入手房地產﹐是否
是一種穩定﹑保持的投資﹒
休斯頓近幾月房市狀況休斯頓近幾月房市狀況
休斯頓當地著名叁一地產總裁邵小明表
示﹐受到疫情波及﹐休斯頓當地出現了

「賣家不敢賣﹑買家不敢買」的狀況﹐看房
的狀況有縮減趨勢﹐但到了五﹑六月份﹐
隨著德州開放﹐房市買賣又活絡了起來﹐
加上每年這時是買賣的高峰期﹐因為許
多買家都希望在小孩入學以前﹐處理好
房屋買賣問題﹒
想賣房想賣房﹐﹐若還有租客若還有租客﹑﹑與與Freddie MacFreddie Mac貸貸
款款﹐﹐將更難脫手將更難脫手
邵小明表示﹐叁一地產也負責休斯頓當

地許多租賃業務﹐對於出租房方面﹐他也
觀察到租客付不起房租的問題層出不窮
﹐有些可能是真的受到裁員影響﹐財政狀
況不穩定﹐而有些有心人士只是想趁機
白住﹒邵小明指出﹐為了確保對每個租
客公平﹐也會要求這些租客提供證明﹐比
如說是雇主聯絡方式﹐確定租客是確實
受到疫情影響﹒
邵小明也提醒﹐若是房東想在疫情期間
賣房﹐在仍然還有租客的情況下﹐會增加
賣房難度﹐因為後續接手的屋主可能會
擔心房客不搬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賣家還要注意自身的房貸是否與房地美

（Freddie Mac）有關係﹐因為其往往是貸
款的最後一個環節﹐而房地美的貸款政
策服膺一項聯邦法﹐即「不能驅趕租客」﹐
因此可見出租業務上複雜程度之高﹒
房貸低利率房貸低利率﹐﹐反映了甚麼現實與隱憂反映了甚麼現實與隱憂﹖﹖
邵小明指出﹐隨著近來房貸的低利率﹐買
房自住的比率大幅增加﹑投資的比率大
幅下降﹒但他指出﹐利率降低的好現象﹐
反映出了經濟的嚴峻﹐因此政府才需要
介入﹒而美國政府大刀闊斧地出擡一系
列低利率﹑紓困金等改善方案﹐但是發錢
發太兇了﹐可能會對後期走勢造成影響﹒

德州住房長遠來看呈上升趨勢德州住房長遠來看呈上升趨勢﹐﹐鼓勵投鼓勵投
資者觀望資者觀望
邵小明認為﹐華人一般而言對房地產比
較青睞﹐因為可以出租﹑保值作用大﹐通
貨膨脹往往也能在房地產業上體現出來
﹐如果不進行投資﹐等於自身的資產將會
越來越縮水﹒他也指出﹐雖然目前因為
大選年﹐許多情勢都不明朗﹐短期內是否
對房市造成衝擊﹐都還是未知數﹒但是
從歷史資料來看﹐房地產永遠在走上坡﹐
即使目前沒有買房打算﹐民眾也應該保
持關注﹐而不是不聞不問﹐才不會錯過一
些良機﹒
對於德州的狀況﹐他認為目前商業地產
受疫情衝擊大﹐若投資餐飲﹑旅館﹑零售
業的變數太大﹐加上網路遠端銷售模式
的興起﹐對於實體商家有著眾大衝擊﹒
但對於投資住房﹐仍然可以審慎樂觀﹐特
別是休斯頓對於購屋族﹐可以說是不二
選擇﹐一方面因為房價便宜﹑另一方面租
金回報高﹑加上德州法律保障房東﹒相
較於西岸﹑或其他房價較高的州﹐要花更
多錢購房外﹐一但出現租屋糾紛﹐州法反
而是站在房客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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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週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
感染人數 35777 人, 565 人死亡, 13403 人
痊癒.德州感染人數 114881人，2192人死
亡。全美感染人數 2,405,890 ， 123,155
人死亡。

進入美國大學，關鍵的一步就是要
參加大學標準化入學考試，但是今年由

於受到疫情影響，德州的一些大學的入
學考試SAT 和ACT 被迫取消或者暫時擱
置，為了保持公平錄取，2021 學年大學
錄取時，這些傳統考試被一律取消，只
作為可選擇的考試項目，Baylor Univer-
sity, Texas Tech University, Texas Chris-
tian University, Southern Methodist Uni-

versity ， St. Edward's University 都取消了
這項考試。

長期以來，這些傳統大學入門考試
的質量頗受質疑，一些大學在疫情之前
都已經決定永久性的取消這項考試，包
括奧斯汀的St. Edward's University

大休斯頓地區最新疫情報告&相關新聞

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22日突破12萬。隨著重啟經濟的規
模不斷擴大，美國南部和中部確診病例的上升，讓人們開始擔心
疫情進入不易控制的新階段。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22日晚11時，美國
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已達231.1萬，死亡人數超12萬。其中，紐約
州確診38.8萬人、加利福尼亞確診18.4萬人、新澤西確診16.9萬
人、伊利諾伊確診13.7萬人、得克薩斯確診11.7萬人、馬薩諸塞
和佛羅里達確診均超10萬人。

美國目前疫情大致呈現東北部緩和，南部、中部反彈的趨勢
。據《華盛頓郵報》統計，美國有29個州和海外領土在過去7天
內的平均新增確診病例有所增加。得克薩斯、佛羅里達、俄克拉
荷馬等9個州在該項數據上更是出現新高。

得克薩斯州的12家酒吧因違法防疫規定，當天被臨時吊銷
了售酒許可證。州長阿博特說，該州的確診數和住院人數正以
“令人無法接受”的速度增長。 “我們正在錯誤的道路上快速

前進”，休斯敦市長特納22日表示，該市過去幾個月所取得
的抗疫成果，正在重啟中被抹去。

《紐約時報》稱，美國疫情正在進入新的“不確定”階
段。新的聚集性疫情在大城市和小城鎮都有出現，而且感染
風險區開始從養老院、監獄和肉類加工廠逐漸向酒吧、俱樂
部甚至教堂轉移。

公共衛生專家指出，隨著各州持續重新開放經濟，美國
民眾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冒險恢復公共活動，感染的風險就
可能持續存在。

白宮新聞秘書凱莉·麥克納尼22日否認美國將縮減病毒檢測
規模的說法。她表示，美國累計檢測量已超過2670萬次，將繼
續保持每天約50萬次的檢測量。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已投入18
億美元，進一步提高檢測能力。

白宮當天撤銷了設在北門入口的體溫檢測點。白宮新聞處表
示，隨著華盛頓市進入重啟第二階段，白宮將縮減體溫檢測範圍

。除保持社交距離、定期深度清潔、自願戴口罩外，每位接近總
統和副總統的工作人員和訪客仍將接受體溫和新冠病毒檢測。

在20日恢復疫情暴發以來的首次競選集會後，美國總統川
普的國內訪問行程也開始恢復常規節奏。根據日程，他將在23
日和25日分赴亞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參加會議和活動。

重新開放經濟 美三州疫情反彈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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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Vincent ChinVincent Chin到到George FloydGeorge Floyd
亞裔社區舉辦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亞裔社區舉辦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前日，休
士頓亞裔社區和美國各大亞裔組織
，在休士頓共同舉辦壹場具有特殊
歷史意義的反種族暴力的活動。該
活動由休士頓的”亞裔致敬壹線英
雄”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
line Heroes(AASFH)組委會和美國華
人聯合會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共同籌辦組織。活動分為兩部
分：上午10:30在 Chinese Commu-

nity Center為表彰英雄頒獎活動，由
休士頓的”亞裔致敬壹線英雄”
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
roes(AASFH)組委會主辦和美國華人
聯 合 會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贊助;晚上7點為反種族歧視的
網上研討會。兩個活動的具體內容
請參考中華文化中心網頁：https://
ccchouston.org/advocacy-award/。

AASFH由休士頓的多個華裔組

織參加，在新冠疫情
來臨之際，為支持亞
裔餐館和壹線醫護及
救援人員，籌建了”
贈餐壹萬份“的公益
活動。AASFH 組委會
，同時組建了保護亞
裔權益和反對疫情引
起的仇視亞裔的社會
工作，並得到亞裔社
區的大力支持。

本活動選擇在 6
月22日舉辦，具有特
殊的意義。1982年的
今天，密芝根州底特
律市，年僅27歲的華
裔陳果仁Vincent Chin
，因在80年代初日本
威脅美國汽車業時被
兩名白人汽車工人誤
認為是日本人而殘酷
地毆打致死。Vincent
的母親Lily Chin，雖平
時內向纖弱，但由兒
子的慘死毅然挺身而
出，與當時包括華裔
女記者Helen Zia和黑
人領袖 Jessy Jackson
壹起，共同倡導了反
種族仇恨和暴力的平
權運動，促使了近代
亞裔在美國社會的覺
醒和崛起，並推進了
FBI 對種族暴力 Hate
Crime的改革。

38年後，歷史重
新復演。在新冠疫情
的威脅下,”中國病毒
“汙名四起，美國社
會重燃對華裔的仇視

之火。3月14日，住在德州Midland
的壹個緬甸家庭，因為被誤認為是
華裔，在Sam's Club的商店被壹名
顧客襲擊，家裡的父親和2歲及6歲
的孩子不幸被刀砍，幸好被兩位見
義勇為的過路英雄相救。他們是當
時在商店工作的Zach Owen和邊境
管理局的Bernie Ramirez。Zach因為
與暴徒格鬥，大腿和手部嚴重受傷
，至今仍無法正常工作。

22日舉辦的活動中將表彰兩位
過路英雄，鼓勵大眾對種族暴力的
警示和反擊。”AASFH和UCA特意
爭得“the Estate of the Chin family”
的同意，授權 AASFH 以“Lily and
Vincent Chin Advocacy Award”為命
名，由AASFH和UCA頒獎給兩位英
雄，UCA並且將在會上將用於獎勵

英雄，和資助獎勵和受難家庭的醫
療費用。

Vincent Chin慘案是近代亞裔美
國史的重大轉折點，其作用就如同
5月 29日George Floyd之死所引發
的美國平權和反種族歧視的運動，
活生生的歷史正在眼前繼續前行。
活動組委會在頒獎的同時，舉辦22
日晚7點的種族歧視和反仇視暴力
研討會。研討會由親自參與Vincent
Chin 事件的 Helen Zia，和 Vincent
Chin的侄女，在紐約市做特殊教育
工作的Annie Tan出席。同時參加的
還包括著名的猶太裔反仇視組織
American Deformation League(ADL)
西南地區住休士頓的代表 Mark
Toubin,休士頓種族歧視治愈中心
Center for the Healing of Racism的發
起者和非裔代表Cherry Steinwender
，為受害家庭發起募捐的Midland
居民代表Reagan Hognojos。研討會
由休士頓華裔代表，前市議員和市
長執行團隊成員Gordon Quan主持
進行。

對於華裔來講，Vincent Chin就
如同是當今的George Floyd。他們的
名字與華裔的命運和美國的未來將
永遠連在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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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中文國際頻道的大型工作日播旅遊欄目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遠方的家》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華語環球節目中心央視中文國際頻道
的大型工作日播旅遊欄目，欄目宗旨是行走、體驗、發現，記者帶領觀
眾行走四方，關註百姓民生、社會發展，同時賞美景、品美食、探尋人
文奧秘、體驗旅行的樂趣，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引領公眾選擇旅遊目
的地和出行方式，展示中國的自然人文之美和中國人眼中的世界之美，
弘揚深厚的中華文化並發揚了中國的博大精深與文化。

▲ 節目截圖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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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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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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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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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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亞裔裔社區及美國各大亞裔
組織，本周一（6 月 22 日）上午十時半在文化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共同舉辦一場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反種族暴力
的活動，表彰英雄頒獎活動。當天晚間七點為反種族歧視的網上
研討會，這兩個活動由休士頓的“亞裔致敬一線英雄”，Asian-
AmericansSaluteFrontlineHeroes（ AASFH）組委會主辦和 「美國
華人聯合會」UnitedChineseAmericans（UCA）贊助。

表彰大會由著名電視記者Miya Shay主持，首先由AASFH 主
席李雄致開場白，介紹AASFH由休士頓的多個華裔組織參加，
，在新冠疫情來臨時，為支持亞裔餐館和一線醫護及救援人員，
籌建了“贈餐一萬份”的公益活動。AASFH組委會，同時組建
了保護亞裔權益和反對疫情引起的仇視亞裔的社會工作，並得到
亞裔社區的大力支持。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表示：很榮幸能擔任“送餐一萬
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的主席，這項活動的目的是改善亞裔美
國人最近幾個月面臨的困境，並緩和亞裔在大都會休斯頓地區所
面臨的敵對情緒。李雄說：親愛的朋友，眾所周知，休士頓目前
正處於COVID-19的空前危機之下，許多同胞正面臨著巨大的
挑戰，急救人員和醫護人員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險。同時，作為
休士頓人而引以為豪的各色亞洲餐廳正在掙扎之中，而其中很多
可能被迫關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由疫情引起的敵視亞裔情緒
的增長非常令人不安。最近在美國各地報導了1700多起反亞事
件。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休斯頓地區的許多亞裔Turner組織和社
區發起了“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Asian Americans Sa-
lute Frontline Heroes) 的活動，市長Mayor Turner擔任我們的名譽
主席。該活動的目標是為一線醫療和救援工作者提供15,000頓餐
点，由在當地經營困難中的亞裔餐館來提供。同時，我們將與當
地新聞媒體和政治人物一起開展強有力的宣傳活動，以突出亞裔
社區對這場危機的參與和貢獻，並聯合許多其他反對種族歧視的
主流團體，以抵制日益增長的反亞裔情緒。

到目前為止，休斯頓地區的69個亞裔Turner組織和社區 已
經向休斯頓防新冠病毒一線英雄捐贈了超過200萬件冠狀病毒個
人防護設備和配件口罩，價值超過300萬美元。這些捐贈的設備
已送到醫院，警察局，第一線工作人員，市政府和許多其他相關
的工作醫療團體。許多亞裔美國人，無論他們是在美國出生或長
大還是移民到美國，都團結在一起，支持防疫重大事業，幫助休
斯頓人民減輕與冠狀病毒有關的痛苦，並努力減輕冠狀病毒造成
的傷害。 亞裔美國人在追求自己的美國夢時也履行了自己的義
務，充分表達了他們對美國社會的幫助，服務和支持的傳統精神
。

當特納市長要求我們參加“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
的活動時，我們很高興加入。該計劃將提供15,000頓飯，一頓飯
價格為$ 10美元。在14天之內，我們籌集了140,000美元，並向
主要醫院的護士，警官，Metro公交車司機和城市廢物管理公交
車司機捐贈了10,000餐飯。我要感謝活動榮譽主席特納 (Sylves-

ter Turner) 市長，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德
州州代表吳元之（Gene Wu），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Alice Chen）和許多其他自願支持工作者的幫助，他
們在許多華人社區促進了這項活動。

我還要特別感謝執行主席: Peter Chang, MD, 希望診
所方宏泰(Cecil Fong), 美華協會 OCA Greater Houston;
Bin Yu, 亞裔商會; Alice Lee, 白先慎教授 Dr. Steven Pai,
Helen Shih 和休士頓同源會財務長華啟梅(Chi-Mei Lin)(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我們已與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合作接受您的捐款，該捐款還可以免稅。
捐 款 鏈 接 ： https://ccchouston.org/asian-americans-sa-
lute-frontline-heroes/。為了確保該活動的公信力和透明
度，將在網站上列出所有捐贈者及其捐贈金額，並間歇
性地更新捐贈的膳食。

您和您的組織對華裔社區多年來的努力至關重要，
請大家一起加入這一有意義的慈善事業。一根筷子很容
易折斷，但一百根筷子在一起幾乎是牢不可破的！請您
成為這些筷子中的一支，讓所有休斯頓人知道當我們共
同行動時，社區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請您伸出救援之
手，讓我們共同努力渡過難關！“送餐一萬份，致敬一
線 英 雄 ” 組 委 會 聯 系 人 ： saluteheroes@asiancham-
ber-hou.org

本活動選擇在 6 月 22 日舉辦，具有特殊的意義。
1982年的今天，密西根州底特律市，年僅27歲的華裔陳
果仁（VincentChin）， 因在80年代初日本威脅美國汽
車業時被兩名白人汽車工人誤認為是日本人而殘酷的毆
打致死。Vincent的母親HelenChin，雖平時內向纖弱，
但由於兒子的慘死毅然挺身而出，與當時包括華裔女記
者HelenZia和黑人領袖JessyJackson一起，共同倡導了反
種 族仇恨和暴力的平權運動，促使了近代亞裔在美國社
會的覺醒和崛起，並推進 了FBI對種族暴力Hate Crime
的改革。

38年後，歷史重演，在新冠疫情的威脅下，“中國
病毒”污名四起，美國社會 重燃對華商的仇恨之火。今
年3月14日，住在德州Midland 的一個緬甸家庭，因被
誤認為是華裔，在Sam‘s Club 的商店被一名顧客襲擊
，家裡的父親和2歲及6歲的孩子不幸被刀砍，幸好被
兩位見義勇為的過路英雄相救。他們是當時在商店工作
的Zachary L Owen 和邊境管理局 的Bernardo Ramirez 。
Zachary 因為與暴徒格鬥，大腿和手部嚴重受傷，至今
無法正常工作。

22日在活動中，AASFH和UCA兩社團特別表彰兩位過路英
雄，鼓勵大眾對種族暴力的警示和反擊。並資助獎勵和受難家庭
的醫療費用。

當天出席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大會的美國政界及社區代表還

包括：州議員吳元之，市議員關振鵬，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美國華人聯合會（UCA ）主席薛海培，及AASFH 代表喻斌，及
大會的最後結束演講者方宏泰，以及大會文宣施慧倫（Helen
Shih ) 博士，文化中心負責人華啟梅等人。

從華裔陳果仁案到非裔弗洛伊德案
休市亞裔社區6月22日舉辦反種族暴力英雄表彰會及研討會

（（左起左起 ））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 )UCA )主席薛海培主席薛海培，，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
雄雄，，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亞裔商會長喻斌與二位得獎人亞裔商會長喻斌與二位得獎人Zachary L OwZachary L Ow--
enen （（左三左三 ），），及邊境管理局的及邊境管理局的Bernardo RamirezBernardo Ramirez （（右二右二）。（）。（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出席表彰大會的嘉賓與兩位得獎人合影出席表彰大會的嘉賓與兩位得獎人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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