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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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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蒂凱佳苑

全新住宅 開啟生活新常態

1-2房 凱蒂新華人生活圈

日常機能便利 毗鄰綠地大學城
蒂凱佳苑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998-8000

正值美國26個州的新冠確診數增長5%，
全美240多萬人感染，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
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在
會上表示，佛州、德州、亞利桑納州等州目前
確診數激增令人不安，但紐約等州在控制疫情
和減少確診方面已取得效果，未來數週對於能
否應對德州、佛州等州的確診激增極為關鍵。

他說，自己對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問世有
效疫苗持‘謹慎樂觀’態度，政府正為14個
候選疫苗提供資金支持。

韓恩則說，FDA將給研究疫苗或新冠藥
物的科研人員及公司適當靈活性，但最終將由
‘數據和科學’來決定批准安全有效的防治藥
物。

芮斐德說，新冠病毒大流行是美國一個多
世紀以來遭遇的最嚴重公共健康危機，已讓美

國元氣大傷，恐'因為這一小小病毒耗費七兆
元'；他呼籲美國人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勤洗
手並戴口罩，說這些是防範新冠病毒傳播的'
最有力武器'（most powerful weapons），
還要準備好在今秋迎接新冠與流感並存的情況
，呼籲美國人都打流感疫苗，稱此舉能救命。

共和黨籍副主席華爾登（Greg Walden）
則盛讚川普為減緩新冠傳播的努力，包括限制
旅客從中國及歐洲入境美國，同時抨擊‘某些
’州長選擇性忽視聯邦政府的指導。

川普在聽證會前也推文說，自己應對新冠
病毒做得很好，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生命
，'我們在（抗擊）新冠病毒方面做得非常好
，包括很早就禁止了中國（旅客入境），呼吸
機增產以及（提高）檢測，檢測能力還是目前
全球最多、最好的'。

美確診激增美確診激增 CDCCDC：：小小病毒恐耗美小小病毒恐耗美77兆元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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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管控中心主仼勒菲在國會能源商
業委員會作證時說 ：“新冠疫情把我們整個國
家都屈服了， 美國爲了應付這個小小的病毒，
可能要花費七萬億美元。”到今天爲止，全國

廿五個州之確診人數皆已超過上
週之人數，原因是大家都未遵守
社交距離、戴口罩， 而且有大型
集聚造成傳染的主要原因，傳染
病中心主任福祺也嚴重警告，全
國疫情如果在秋天都無法管控，
我們將面臨有如撲滅野火般的困
難。

勒菲也同樣提出呼籲，公共
衛生不止是聯邦政府之事，也更
是州地方政府之共同任務，他說
：“如果疾管中心不存在，我們
全國的公衛系統會立即解崩。”
他也指出，在傳染病的全國資訊
系統也亟待加強。

美國疫情已近五個月之久，
從勒菲之國會聽證之證詞可以看
出，全國公共衛生系統之不足，
從聯邦到州到郡都缺乏緊密之聯
系，加上全國各地之醫院機構大
部份是私人企業，其財務和政府
無關。

新冠病毒之肆虐造成中央地
方政府無法上下協調 ，全國指揮

無法貫徹，而導至疫情難予控制。
我們呼籲政客們少一些口水戰，還是來多

關心一下民間疾苦吧！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2424//20202020

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COVID-19 has brought this nation to its
knees and we probably are going to spend $7
trillion because of this one little virus. Redfield’s
comments were made as half of the nation is
seeing spikes in new coronavirus cases.

Dr. Anthony Fauci also warned that if we don’t get
control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y fall, we are

essentially chasing after the forest fire.

Dr. Redfield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is crisis needs
to be a partnership. It’s not all the burde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public health at the
local level. He said in reality if your funding of CDC
was to go away tomorrow, the public heath
infrastructure across this nation would just crash.

It is true that when you look at our medical system,
most of it is made up of
private businesses that have
as their goal to be financially
sound. But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 not
have insurance, they just can
’t take advantage of the
service.

Sadly, when this pandemic
attacked the n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ust could
not control and coordinate
the whole nation to mobile
very effectively.

We are urging all the
politicians and congress to
take dramatic action to face
the reality of this disaster. Don
’t talk too much political
language. Just look at how
much people are suffering
now.

Coronavirus Has Brought ThisCoronavirus Has Brought This
Nation To Its KneesNation To Its Knees

我們國家都屈服了我們國家都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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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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本北韓表示將派部隊進入兩韓非武裝區
，卻突然決定擱置對韓國發動軍事行動的計劃
，並且在6月24日，拆除了10多台對韓國的心
戰喊話設備。北韓到底在做什麼，真沒法預料
。

韓聯社報導，根據北韓朝中社24日的說法
，北韓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在23日主持勞
動黨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預備會
議時，決定暫緩執行對韓軍事行動計劃。

先前在6月16日時，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部
發言人揚言，將在金剛山旅遊區和開城工業園
區部署 「團級部隊」 和 「火力連隊」 ，也就是
大量的步兵與砲兵，將重新進駐兩韓非武裝區
(DMZ)，並且要建立哨站與基地，還要重啟軍
事演習、發布對韓國的開戰傳單。同時，從21
日起，北韓的工兵部隊，在兩韓邊境30多處地
點，重新安裝對韓國喊話的心戰擴音器，引發

對韓半島軍事緊張局勢升級的擔憂。
但是，情況3天後又有轉變，據韓國政府

消息人士24日透露，北韓在江原道鐵原郡邊境
地區，把剛剛安裝好的的10多台喊話擴音器又
給拆除。

韓國國防部長鄭景斗，當天列席國會司法
委員會時表示，已收到北韓拆除心喊話器設備
的消息，國防部在核實情況，並隨時關注。

據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金暎豪透露，統
一部副部長徐虎出席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非
公開座談會時表示，北韓方已全部拆除在邊境
地區的喊話設備。

有一種看法認為，北韓自己選擇使緊張局
勢降溫，應該是金正恩的決定，主要是金正恩
認為，真的對韓國發動軍事行動是得不償失的
，必會引起韓國與美國的強烈不滿，然後給兩
國實施大規模聯合軍演的口實。

和平曙光？
北韓軍事行動突暫停

原本應該是非常激烈的2020年總統選戰, 卻
因為新冠疫情而中斷,不過川普總統因為民調大
幅落後,上週末他開始進行大型造勢活動, 民主黨
的拜登則按兵不動, 因為時間是站在他這一邊，
因疫情造成美國經濟潰敗重創了川普選情, 加上
種族歧視的震撼,拜登足不出戶，民意就已領先
川普12個百分點，所以他不必操之過急。
現在拜登所要做的1件事就是遴選競選伙伴, 雖
然他先前曾說過副手人選是女性，但後因發生
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拜登知道
為平息少數裔不安情緒，選一位非裔女性應該
是政治正確的選擇。

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通常選擇競選夥伴通
常都是考量選票平衡以達到互補的功能,。約翰
甘迺迪當年選擇詹森做副手是因為他需要南方
人的選票,雷根選擇喬治布希，除了考量德州選
票外，也因為他需要一個共和黨主流實用主義
者做支柱。

歐巴馬在選擇拜登時所考量的是黑白族群
選票的平衡，所以拜登在選擇自己副手的時候,
當然也是以相同思維做考量, 因此原本資歷與能
力最適格的參議員沃倫因為太“白”, 也太”左

” 了, 所以只有被犧性, 而原先勇敢率領”搖擺
州”密西根州抗疫有成的女州長蕾琴•惠特默
也因為膚色而不被選中, 具有先見之明的聯邦參
議員艾米•克洛布徹直接宣佈退出副手角逐名
單，並建議拜登選擇一位有色人種女性作為搭
檔。

以目前情況看, 加州參議員哈里絲斯既是非
裔,又是亞裔，加上她在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提
名時表現相當傑出, 戰鬥力極強, 也沒 有 與
拜登撕破臉，算是非常符合條件的副手。
目前還在副手名單的另外兩位非裔女性是歐巴
馬的國安顧問蘇珊•賴斯以及亞特蘭大女市長
凱夏•波托斯, 前者是優秀幕僚, 但沒有參選經
歷, 政治魅力不足, 後者因近日第二位黑人又被
白人警察擊斃造成第二度示威暴動，會給拜登
帶來麻煩減分, 所以不太可能會成為拜登副手。

拜登表示他將在民主黨召開全國黨代表大
會之前兩個星期才會決定,副手人選,他之所以提
前曝光幾位人選是高明手法, 等於是先讓民眾討
論以提供他作為參考, 那樣似乎更符合民意了,
不是嗎！

【李著華觀點: 拜登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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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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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多國解除
對歐盟和申根區國家邊境限制
綜合報導 歐洲多國15日起解除對歐盟和申根區國家的邊境限制，

但由於還無法全面自由通行，遊客人數要恢復到新冠疫情前水平或仍需

壹段時間，許多國家的人民預計會留在國內旅遊。

報道稱，盡管多國對歐盟和申根遊客的許多限制已放寬，但對於申

根區的居民而言，這並不意味著未來的旅行將不受限制。

據報道，西班牙暫時只開放壹些島嶼，其他地區在6月21日前不允

許外國遊客入境。在其他地方，能否出行將取決於所在地和目的地。

希臘將對來自8個歐盟國家的多個機場的旅客實行隔離。捷克使用

壹套類似交通信號燈的制度，禁止來自“橙色”或“紅色”國家如葡萄

牙和瑞典的遊客入境。

丹麥允許來自冰島、德國和挪威的遊客入境，條件是他們必須至少

預訂6晚住宿。英國對遊客實行為期兩周強制隔離。

法國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壹，法國政府如今希望法國人

留在國內度假，以幫助重啟關鍵的旅遊業。

另壹方面，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主任克魯格說，在英國政府證實其

追蹤接觸者的系統有效之前，英國不應該進壹步解封。不過，英格蘭的

非必要商店已在15日開門營業。

克魯格接受采訪時說，英國仍處於“大流行的非常活躍階段”。據

稱，英格蘭的檢測與追蹤系統在啟用的第壹個星期就確認了將近3.2萬

名與新冠確診患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但英國政府承認該系統並不完美

，必須要做得更好。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市中心壹家地方銀行發生了壹起團夥持槍劫

案。3名佩戴口罩和墨鏡的持槍搶匪進入銀行後，迅速劫持了銀行工作

人員和顧客，並搶走了櫃臺內銀行周轉現金約6萬多歐元，然後迅速逃

離了案發現場。

當地時間15日上午8時30分左右，3名戴口罩的搶匪趁銀行剛剛開

門顧客稀少，來到位於米蘭科洛內塔和塞薩爾· 巴蒂斯蒂大街拐角、距

離米蘭法院大樓幾步之遙的松德裏奧地方銀行分理處，並以顧客身份順

利混入了銀行營業廳。

據報道，據銀行內部的監控錄像顯示，三名搶匪進入銀行營業廳後

，壹名搶匪留在門口把風，其他兩名搶匪分別用槍劫持了銀行營業大廳

的1名銀行負責人、4名銀行員工和4名顧客，收繳了所有人的手機，並

把所有人用捆綁電線的塑料條鎖住，將他們趕到了封閉的洗手間內。搶

匪隨後將洗手間鎖好，開始洗劫銀行現金。

搶匪在大約壹兩分鐘的時間內，迅速將櫃臺和未上鎖保險櫃內的現

金洗劫壹空，然後大搖大擺地走出銀行。搶匪逃走後，被困在洗手間的

銀行壹名工作人員在同事的幫助下，掙脫捆綁從洗手間窗口爬出，並打

電話報警。但在警方趕到後，搶匪早已不知所蹤。

報道稱，警方表示，由於疫情期間街上所有的人都佩戴口罩，搶匪

在逃走過程中，戴著口罩和墨鏡通常不會引起人們的註意，況且搶匪作

案時還帶有防護手套，沒有留下任何指紋和痕跡，為案件的偵破帶來了

很大困難。目前，有關案件警方正在進壹步調查。

意大利米蘭壹家銀行發生持槍劫案
6萬歐元遭洗劫

疫情重創希臘經濟
旅遊業預計損失高達100億歐元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在新冠疫情例

行記者會上通報，希臘累計確診新冠肺

炎3237例，累計死亡人數為189人。此

外，希臘銀行19日發布數據顯示，疫情

嚴重打擊希臘旅遊收入。

據報道，希臘國門從6月15日起已

經向歐盟國家重開，以期盡快重啟希臘

旅遊業。希臘銀行6月19日發布數據顯

示，新冠疫情嚴重打擊希臘旅遊收入，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預計今年旅遊業

收入僅為80億歐元，虧損將達到近100

億歐元。去年希臘全年旅遊收入為181

億歐元。

數據指，今年1-4月，與去年同期相

比，訪希遊客人數減少了36.1%，收入減

少51.4%。在4月份，入境人數同比下降

96.2%；旅遊收入從去年同期的5.44億歐

元猛跌至700萬歐元。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安永也發表最新報

告稱，受新冠疫情沖擊，希臘酒店今年的

營業額將損失高達44.6億歐元。其中，全

年營運酒店的損失將達12億歐元，季節酒

店的營業額下降將達32.6億歐元。

安永預測，到訪希臘的遊客人數將

從2019年的3440萬人下滑

至今年的1450萬人，旅遊

收入將從去年超過180億歐

元下降到今年89億歐元。

報告還預測，到2025

年後希臘旅遊業才會恢復

到2019年的規模和水平。

其中，預計到2024年訪希

遊客人數可回升至2480萬

人，旅遊收入反彈到152億

歐元。

此前，希臘旅遊部副

部長康索拉斯曾表示，希

臘將迎來有史以來最艱難的夏天。

安永認為，希臘旅遊企業應該優先考

慮衛生和安全問題，與供應商、投資者和

監管機構保持密切聯系，重視現金流，並

且采取戰略行動，與在處理新冠危機方面

同樣表現出色的國家壹道開拓新市場。

另外，根據希臘統計局的數據，新

冠疫情對包括旅遊業在內的多個行業造

成了沈重打擊，特別是在4月份，許多

企業暫停了活動，營業額縮水達97%。

其中，藝術和娛樂業、酒店和餐飲企業

的營業額分別同比下降 93.3%和 85.5%

；電影電視制作以及音樂錄制和出版

業的營業額跌幅達97.1%。農業、林業

、漁業、銀行業、保險業、教育業雖

然也受到影響，但營業額下降幅度相

對較小。

據歐盟委員會預測，希臘經濟在今

年將萎縮9.7%，鑒於旅遊業直接和間接

貢獻了希臘GDP的20%左右，因此即使

存在新冠疫情風險，希臘今年仍無法完

全將遊客拒之門外。

歐洲多家大企業宣布裁員
疫情下新壹輪失業潮要來了?

在航空業，法荷航計劃裁員8000~

10000人，占集團員工總數的15%~20%；

空客將擴大“停薪留職”規模，涉及在

西班牙和英國工作的5300名員工；法蘭

克福機場計劃削減4000個職位。在汽車

行業，寶馬計劃裁員6000人，雷諾計劃

裁員4600人。

此前，法國政府已定向救助了航空和

汽車業，德國政府也救助了漢莎航空，並

為汽車行業的中小企業提供了補助。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

院、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教

授趙永升在接受第壹財經記者采訪時表

示，歐洲各國政府在救助這些企業時，

已將不能裁員作為救助前提，這些公司

仍宣布了裁員計劃，可能是為了與政府

討價還價，爭取政府更多的救助。他認

為，緩解歐洲失業率的關鍵仍要加大對

中小企業和私營部門的救助力度。

爭取更多政府救助？
據法國媒體報道，法荷航最新出臺的

裁員計劃將於7月初提交給工會，其旗下

主要經營法國國內及歐洲國家支線航線的

霍普公司將受到影響。空客將制定制造部

門的自願離職和提前退休計劃，彭博分析

師弗格森（George Ferguson）預計，空客

裁員總數可能達到1.2萬~1.6萬人。

另據雷諾工會稱，雷諾已詳細制定

了在法國裁員的規劃，包括縮減2100個

工廠崗位、1500個工程崗位和1000個支

持性崗位，裁員規模約占總員工數的

10%以下。寶馬則決定裁員6000人，並大

規模取消臨時工和短時合同，這是寶馬自

2008年金融危機後首次實施裁員計劃。

本月，法國和德國政府已發布了壹

系列救助計劃，法國政府向法航提供70

億歐元援助，為空客等飛機制造商提供

80億歐元援助，並出資80億歐元重振汽

車產業。德國政府也已推出了兩輪財政

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向小型電動汽車和

充電站提供補助。

趙永升表示，如果法航、空客、雷

諾等公司真在7月裁員的話，那麼將越

過政府所設定的紅線。“但現在的問題

是，目前這些公司並未真正裁員，未來

事態發展還要視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工

會的談判而定。”他認為，從企業的角

度來看，宣布裁員計劃或許更多是為了

與政府部門討價還價，並讓工會的矛盾

指向政府。他分析，歐陸國家與英美國

家相比，勞動力彈性較弱，其中法國的

勞動力彈性最弱，德國介於法美之間。

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情況來看，德國工

會的做法相對溫和，當公司出現危機的

時候，壹些工人只上半天班，拿壹半的

工資，這樣既保全了公司，也保留了工

作崗位。但是，法國工會的影響力甚至

大於政黨，做法歷來十分激進，如果此

次各公司堅持裁員，各工會很可能也會

采取相對激進的做法。

因此，趙永升認為，雷諾、法荷航

等法國公司裁員的可能性恐怕不會太大。

大規模失業難題
安聯保險近日發布的報告認為，歐

洲國家政府的大規模補貼恐怕也難以避

免大規模失業。雖然在歐洲前五大經濟

體中（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西

班牙），已有約三分之壹的勞動力人口

（約4500萬人）得到了政府補助，但據

安聯保險高級經濟學家烏特穆爾（Katha-

rina Utermoehl）估計，歐洲仍將有 900

萬人失業，涉及交通、住宿、娛樂和零

售等行業，部分行業需要到2021年末才

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在趙永升看來，想要解決歐洲失業

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要為經濟復蘇註入

動能。他認為，政府為部分行業和企業

提供補助，可以緩解產業危機，但不能

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現在法德政府

出手救助的很多是大型企業及公有部門

，而對於歐洲國家來說，約四分之三的

人就職於中小企業和私有部門，對於他

們的救助才是緩解失業問題的關鍵。

此外，他補充道，在歐陸地區，法

德意西均為中型經濟體，這些國家的市

場相對有限，其經濟能否復蘇仍取決於

全球疫情的發展和復產復工情況。

烏特穆爾則認為，當前歐洲各國政

府的補助政策雖然會部分解決失業問題

，但會提升“僵屍就業”的風險，使部

分工人留在原崗位享受政府補助而放棄

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他認為，除工資

補助外，政府需要提供如技能培訓等活

躍就業市場的政策。

日本奈良鹿腸胃好轉
或因疫情影響觀光遊客減少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奈良公園(奈良市)鹿

的腸胃狀況有所好轉，原因似乎是因新冠病毒

影響觀光客減少，投餵鹿餅減少。

疫情發生前，奈良公園內到處都能看到

觀光客給鹿投餵鹿餅的身影。“特別是東大

寺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可能因鹿過量食用鹿

餅，導致糞便帶有腹瀉的狀態”，致力於鹿

保護活動的“奈良鹿愛護會”事務局局長· 蘆

村好高說。

蘆村稱，雖然鹿餅本身很有營養，但壹

旦過量食用，就會因口渴而好飲。蘆村還說

：“由於訪日遊客的增加，使得鹿餅被大量

消耗，或許有的鹿飲水過量”。

訪日遊客因疫情銳減。40年以來，壹直

往來於奈良公園的奈良市居民高木敏治(76

歲)在最近發現了這壹變化。

他說道，“雖然近幾年來扁平狀的鹿糞居

多，但從3月左右起，又恢復到了像‘黑豆’壹

樣圓溜溜的、健康的形狀。氣味也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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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在星期一晚間的推特表示，故
意破壞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雕像的暴徒
應該被補，而且可以依據法律對這種抗議者判處
10年的徒刑。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星期一，
美國首府華盛頓的抗爭者集合在拉法葉公園(La-
fayette Square)，試圖拉倒公園內的傑克遜總統
像，幸而在警方的保護下而放棄。對此，美國總
統川普表示，他已 「授權聯邦政府，逮捕任何試
圖破壞美國歷史紀念碑與雕像的暴徒，雕像或紀
念碑是聯邦財產，適用退伍軍人紀念保護法
(Veterans' Memorial Preservation Act)，可判處
10年徒刑。」

他補充說： 「這項命令立即生效，也可追溯
已經造成破壞的罪責，不會有例外！」

由於《退伍軍人紀念保護法》是已經生效的
法律，因此無需總統授權即可執行。不過，該法
律可能不適用於抗議者目前針對的許多雕像，如
果那些雕像不具備退伍軍人身份就沒有用。

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發生的喬治·
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引發了全美國
各地的抗議活動，已延燒到歷史人物，許多抗爭
者認為南軍聯盟的英雄古蹟和紀念館是種族問題
的根源，這也連帶到歷史上曾壓迫少數民族的總
統，也就是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

傑克遜總統在美國歷史上頗有貢獻，所以被
印在20元美鈔上。但同時他也很有爭議。激進
分子長期以來，一直批評這位將軍總統，因為他

虐待原住民，包括強迫搬遷從國東南部成千上萬
的美洲原住民，被稱為 「血淚之行」 。

川普所說的《退伍軍人紀念保留法》，是
2003年通過的，以應對老兵墓地有時會被激進
份子破壞的情事。法律規定， 「為紀念美國軍隊
的任何人員墓碑、匾額、雕像或其他紀念碑，將
視為破壞聯邦政府財產，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

該法案還明確規定了罰款與其他罰則，並非
每種破壞行為都會被判10年。

《退伍軍人紀念保留法》可以適用在傑克森
雕像，但比較爭議的是，這個法律可能無法保護
南軍名將羅伯特‧李(Robert Lee,俗稱李將軍)的
雕像，因為他當時所效忠的是美利堅邦聯，也就
南方政府。

川普反對清算李將軍的歷史地位，也反對以
同盟軍事領導人(包括李將軍，還有其副手石牆
傑克森)命名的美軍基地改名。

但這法律可以適用於費城美國革命無名戰士
碑，該紀念碑寫著： 「這塊石頭下面，有一塊為
自由而犧牲的華盛頓軍士兵。」

可以確定的是，該法律無法保護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的雕像，他不是美國
人，更不是美國退伍軍人。

也就是說，現在美國所遇到的雕像破壞問題
，恐怕不是祭出法律就能解決，還需要社會的理
解、體諒與包容。

川普動用退伍軍人紀念法 要污損雕像者坐牢10年

近日因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問題，造成陸美關係每況愈下。美國《紐約時報》23日
形容，兩國正準備 「離婚」 ，而陸方應該好好反思，雙方關係為什麼會日益惡化。

《紐時》刊登普利茲獎得主弗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社論分析，如今大陸在美國的聲
望堪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低點。接下來就算大陸向美國購買更多大豆和波音飛機，也解
決不了問題。面對這樣的情況，大陸人應該好好問自己，究竟是誰讓大陸失去了美國的心？

文章形容，美國和大陸準備離婚了。一般來說，離婚文件上只會註明離婚理由是 「無法化解的
矛盾」 ，但事實並非如此。陸美兩國經歷了40年的 「一對夫妻、兩種制度」 後，如今準備離婚，
是因為大陸的表現太過火，而美國的表現太糟糕。

文章指出，美陸雙方在1979年至2019年間建立了夥伴關係，為很多人帶來巨大繁榮，也為世
界帶來相對和平。這段40年的 「婚姻」 傷害了一些工人，但也讓很多人受益，特別是消費者；這
段關係還緩和了全球最強國家與最重要新興大國之間的自然競爭，使雙方能在全球問題上合作，比
如應對氣候變遷和2008年後的經濟危機等。

如今，這段婚姻已經結束。今後，雙方關係將受到更多束縛與限制，並將充斥懷疑，以及隨時
可能破裂的擔憂。與過去的40年相比，這感覺就像離婚一樣。正如川普本周所發的推文，美國
「可以選擇與大陸徹底脫鉤」 。

面對新的局面，作者認為，美陸雙方不應受到同樣程度的指責。自從2012年以來，兩國關係
逐步走向下坡，主要是因為大陸在一系列問題上做得太過火了。

針對目前的中美關係，許多學者都表示擔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6月接受陸媒採訪時表示，兩國已經陷入冷戰， 「我認為在疫情爭議出現前，人們
還能爭辯中美是否真的處於冷戰，事到如今，我認為兩國冷戰已經相當明顯了」 。

他還強調： 「看看大陸南海的軍事局勢，已經變得相當可怕；經濟方面，兩國關係也十分緊張
；再加上關於流行病的指責，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危險的局面。由於疫情的影響，狀況惡化得比我想
像的更快，我知道終究會走到這一步，但我本以為不至於會這麼快」 。

紐時社論：陸美準備 「離婚」 陸應反思為何會失去美國
74歲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西點軍校差點跌倒，引發外界對他健康狀況的擔憂，但川普後來

澄清，因為鞋子滑。無獨有偶，61歲的副總統彭斯，23日在專機空軍二號的登機梯上，不小心
仆街了，不過他手扶著階梯很快起身，也沒受傷，還示意一切正常。

福斯新聞報導，彭斯當天走上空軍二號飛機的移動階梯，就在他快要走到梯頂附近的平台時
，彭斯小小絆了一下跌倒，但他很快就爬起來，微笑對下方的群眾揮手，並且豎起了大拇指表示
無礙。

當天彭斯是要前往威斯康辛州，在當地出席一場教育圓桌會議，參加的還有教育部長德沃斯
女士。不過副總統仆街的畫面，在推特上被民主黨支持者或反川普的網民分享。

福斯新聞台指出，彭斯不是頭第一個在空軍二號階梯上跌倒的乘客。2018年，共和黨籍前
德州聯邦眾議員卡爾森（John Culberson），在下樓梯時也曾經被絆倒。

美副總統彭斯 空軍二號階梯小仆街

朝鮮半島局勢風雲詭譎之際，美國與日本
22日在青森縣三澤基地聯合舉行大型戰備演習
，包括隱形戰機在內共31架軍機在跑道集結，
展示快速空中戰力生成的能力，部分戰機更掛
載空對地巡弋飛彈，似在刻意警告北韓不要輕
舉妄動。

演習名為 「大象漫步」 ，軍機起飛前在跑
道集結，形成互相靠近的隊形，之後通常會以
最小間隔起飛，以便於最短時間內讓最多軍機
出動。駐日美軍23日表示，這是三澤基地首次
舉行雙邊及聯合 「大象漫步」 演習，參與的軍
機包括美軍12架F16戰機、2架E/A18G電子

攻擊機、1架C12運輸機、2架MC130J特戰
運輸機、1架P8A反潛巡邏機，日本航空自衞
隊則派出12架F35A隱形戰機及1架CH47運
輸直升機。

美軍指出，演習展示空軍核心任務，即空
中優勢、全球打擊、快速全球機動、指揮與控
制，以及情報、監察和偵察等。此外，由美軍
提供的照片可見，F16掛載AGM158聯合空對
地飛彈，這款巡弋飛彈射程可達370公里。由
於三澤基地是駐日美軍其中1個主要空軍基地
，若朝鮮半島爆發衝突，部署當地的戰機將會
是主力反應部隊。

美日軍機戰備演習掛載巡弋飛彈懾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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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國際禁毒日，中國最高人

民法院23日在京發布涉毒犯罪典型案例，內容涵蓋毒品犯罪和吸毒誘發次生犯罪等。最

高法副院長、國家禁毒委副主任李少平指出，中國禁毒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境外毒源地對

華滲透加劇，製毒犯罪向內地其他省份蔓延。同時，涉新型毒品犯罪時有發生，毒品“三

代並存”格局已初現。他認為，疫後毒品犯罪案件或反彈，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金三角”毒源對華滲透加劇
最高法：製毒犯罪向內地省份蔓延 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際禁毒日到來之際，全國
禁毒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
彰會議23日上午在北京召開。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黨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進
集體和先進個人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全國禁毒戰線的同志們致
以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強調，當前，境內和
境外毒品問題、傳統和新型毒品
危害、網上和網下毒品犯罪相互
交織，對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危害，
必須一如既往、堅決徹底把禁毒
工作深入進行下去。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
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堅
持厲行禁毒方針，打好禁毒人民
戰爭，完善毒品治理體系，深化
禁毒國際合作，推動禁毒工作不
斷取得新成效，為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

主任趙克志在會上傳達了習近平
重要指示。他指出，要認真學習
領會、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彰的
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為榜樣，以
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高昂的鬥
志、更加有力的舉措，不斷奪取
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新勝利。
會上，2015年以來在禁毒工

作各條戰線上作出突出貢獻的100
個先進集體和100名先進個人受
到表彰。雲南省臨滄市公安局禁
毒支隊、深圳海關緝私局偵查二
處、雲南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普
洱邊境管理支隊瀾滄邊境檢查站
和內蒙古自治區血液中心血液保
障科主任陶迎春、江西省萍鄉市
禁毒志願者協會會長段華勝等先
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作了發
言。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

開，國家禁毒委員會有關負責同
志、各省市縣禁毒委員會負責同
志、受表彰的先進集體代表和先
進個人等分別在主會場和分會場
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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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此番發布的案例從多角度解析當前毒品
犯罪案件的特點。最高法針對案例的分析指

出，醫學研究表明，長期吸毒可能對人體的大腦中
樞神經造成不可逆的損傷。一旦沾染毒品，極易造
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依賴。另外，吸毒行為具有違
法性和自陷性。對於因吸毒導致精神障礙犯罪的，
一般不作為從寬處罰的理由。分析還指，近年來中
國吸毒人員低齡化特點較為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尚
未成熟，更易遭受毒品侵害。

毒品“三代並存”初現
李少平向媒體表示，受國際毒潮氾濫和國內涉

毒因素雙重影響，當前中國的禁毒鬥爭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一方面，“金三角”（緬甸、老撾、泰國
交界地區）“金新月”（從土耳其東部，經伊朗、
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帶）及南美等境外毒
源地對中國的滲透加劇，雲南、廣東、廣西等邊

境、沿海地區的毒品走私入境犯罪仍保持高位。另
一方面，國內製造合成毒品犯罪較為突出，由以往
高發於廣東、四川等省份開始向其他省份蔓延，目
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發現了製毒活動。受此影響，
製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的形勢亦較為嚴峻。“全國
法院一審審結的製毒物品犯罪案件數呈增長之勢，
且新的製毒原料、製毒方法不斷出現。”
此外，涉案毒品種類多樣化，涉新精神活性物

質犯罪案件有所增多。特別是新類型毒品犯罪在上
升，部分地方已出現製造、販賣合成大麻素等新精
神活性物質犯罪案件，毒品“三代並存”的格局已
初步顯現。

隱蔽性強打擊難度大
李少平還表示，在犯罪方式上，販毒活動科技

化、智能化手段增多，利用QQ、微信、論壇等信
息網絡進行聯絡、交易，利用物流寄遞渠道進行運

輸的毒品犯罪案件時有發生，隱蔽性更強，打擊、
監管難度更大。不僅如此，毒品問題常與“黃、
賭、盜、搶、黑”等問題相互交織，誘發大量違法
犯罪活動。
“人民法院對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大的

毒品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與此同時，對罪
行原本較輕的被告人，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李少
平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毒品犯罪
案件數量普遍下降，不過，預計疫後此類案件或有反
彈。在此方面，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6月22日，重慶市組織開展毒品集中銷毀行動，
共銷毀毒品及製毒輔料2,900公斤，案值逾8億元人
民幣。此次集中銷毀行動，包括銷毀2,700餘公斤
毒品。為減少環境污染，毒品銷毀通過高溫焚燒進
行無害化處理。圖為銷毀毒品現場。 中新社

美赤裸裸對華媒體政治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宣布將

包括中新社在內的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
“外國使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3日在北
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說，這是美方赤裸裸對中國
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敦促其糾正錯誤做法，
否則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2日宣布，美
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環
球時報》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外國使
團”。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趙立堅回應說，這已經是美方第二次將中國媒

體在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了。這是美方赤裸裸
對中國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將進一步嚴重干

擾中國媒體在美開展正常報道活動，也進一步暴露
出美方標榜的所謂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虛偽性。“我
們強烈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維、意識形態偏見，立
即停止和糾正這種損人不利己的錯誤做法。否則，
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正當反應。”趙立堅說。
有記者問，6月22日，蓬佩奧發表聲明稱，美

國對中國決定正式起訴康明凱和邁克爾極為關切，
中方指控出於政治動機；美國與加方站在一起，呼
籲中方立即釋放二人，並反對使用不正當拘留來脅
迫加方。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譴責中方任意逮捕行
為，表示中方不應因加獨立司法體系有關孟晚舟案
的決定而懲罰加拿大公民。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趙立堅對此表示，不知道美、加雙方有何顏面
和資格大談所謂“政治動機”“不正當拘留”和
“任意逮捕”，這些帽子讓他們戴最合適不過。
趙立堅指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

家力量，在世界範圍內打壓華為，無所不用其極。
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加拿大法
院不久前公布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有關備忘錄，已
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加拿大任意逮捕孟晚舟，就是所謂

‘司法獨立’，那為什麼以種種藉口干預中國司法
部門獨立辦案？”趙立堅反問說，“如此‘雙
標’，倒打一耙，刷新了我們對美國和加拿大政客
的認知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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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載奮鬥圓夢 中國智慧閃耀寰宇

排星布陣終功成排星布陣終功成 北斗導航惠世界北斗導航惠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6月23日9時43分，中國在西

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北斗系統第五十五顆導

航衛星，暨北斗三號最後一顆全球組網衛星，至此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

系統星座部署比原計劃提前半年全面完成。歷經20多年的發展，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已建成中國迄今規模最大、覆蓋範圍最廣、服務性能最高、與百

姓生活關聯最緊密的巨型複雜航天系統，更將成為性能指標均達到世界一

流的、全球最好用的衛星導航系統。

北斗三號的收官之戰，可謂一波三折、好
事多磨。此前，因2次航天發射任務失

利，工程全線舉一反三，進行質量複查，發
射時間由5月調整至6月。6月16日，因臨射
前發現產品技術問題，為確保百分百成功、
不帶任何隱患上天，發射再次推遲。據了
解，在發射推遲的一周時間內，專家們達成
了可以歸零的結論，決定使用合格替代產品
繼續執行發射任務。

1994年啟“三步走”計劃
23日9時43分，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在

山谷中拔地而起，托舉着最後一顆北斗三號
組網衛星升空，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據介紹，中國北斗導航
在 1994 年啟動建設，按照“三步走”計
劃，2000年中國建成了北斗一號系統，為中
國用戶提供服務；2012年底，建成了北斗二
號系統為亞太地區用戶提供服務。2017年
11月，北斗三號首組雙星成功發射，北斗系
統進入全球化時代。20多年間，中國在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共組織了 44次北斗發射任
務，利用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先後將
4顆北斗一號試驗衛星、55顆北斗二號和北
斗三號組網衛星送入預定軌道，任務成功率
100%。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斗導航“三步走”
發展戰略中，中國創新採用三種軌道混合星
座，由MEO衛星（地球中圓軌道衛星）、

IGSO衛星（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和
GEO衛星（地球靜止軌道衛星）三種不同軌
道的衛星組成，包括24顆MEO衛星，3顆
IGSO衛星和3顆GEO衛星。這種方式，以最
少衛星數量實現區域服務，支持邊建邊用、以
用促建，在實現服務全球的同時，還可以實現
區域增強。

提供全天時全天候高精度導航
據介紹，此次發射的衛星屬地球靜止軌

道衛星（GEO），經過一系列在軌測試入網
後，中國將進行北斗全系統聯調聯試，在確
保系統運行穩定可靠、性能指標優異基礎
上，擇機面向用戶提供全天時、全天候、高
精度全球定位導航授時服務，以及星基增
強、短報文通信、精密單點定位等特色服
務。

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新聞發言人冉承其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北斗三號系統建成後
將是世界上最好用的衛星導航系統，從在軌
測試來看，所有性能指標都是世界一流的。
他表示，隨着北斗三號系統的建成將從短報
文升級為長報文，每次最多可以發送1,000個
字，具備類似微信的傳輸頭像、語音電話等
功能。北斗系統將很好地實現通信加導航服
務，並將會繼續發展導航和通信的融合，中
國北斗定將成為全球衛星導航中最具特色最
有意義的系統。

23日9時43分，長征三號乙
運載火箭發射的轟鳴聲響徹山
谷。在發射現場觀禮的李蘭娟院
士、四川省抗疫英雄、脫貧攻堅
和青少年學生代表，以及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的代表們歡呼鼓掌，為中國北斗和
航天事業喝彩。發射成功後，抗疫英雄和航天
英雄們舞動起手中的紅旗，共同唱起《我和我
的祖國》，場面令人動容。

李蘭娟：北斗助力抗疫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隨後舉行的抗疫英雄

與百戰英雄面對面交流活動上，李蘭娟與不同
崗位上的航天人交流。李蘭娟說，觀看北斗三
號成功發射，令她感到非常震撼，非常興奮，
同時也非常驕傲和非常自豪。

李蘭娟說，在抗疫鬥爭中，北斗進行了高
度的定位，對傳染源傳播途徑的發現，以及控
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北斗高精度定位
還助力火神山、雷神山醫院10天完成建設，
讓我們感受到科技強大的力量，真正地體現了
科技文明強國。她說，在過去幾個月裏，無論
是醫護人員還是航天人，大家向疫戰、向天
行，充分展現了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

率。
鄢利清是西

昌發射場“百戰
英雄”，他是西
昌發射測試站高
級工程師。扎根
山溝27年間，他
先後27次擔任01
指揮員，指揮發
射 了 嫦 娥 、 風
雲、北斗等31顆
衛星，也是唯一
指揮過三代北斗衛星發射的01指揮員。他在
交流中說，自己最根本的動力就是對航天事業
發自內心的熱愛，因為熱愛所以堅守。就像醫
護人員對職業熱愛、對生命敬重，所以在疫情
面前毅然選擇逆行、選擇衝鋒。

據介紹，今年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組建50
周年，正處於由大向強的關鍵時期。作為航天
發射國家隊、主力軍，該中心還將承擔火星探
測、嫦娥探月等重大國字號任務。對此，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科技人員表示，未來將把動力轉
化為航天報國的實際行動，為建設世界一流航
天發射場奮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

抗疫英雄現場觀禮：
為祖國喝彩

北斗一號系統工程立項。1994年

2000年
10月31日

2003年

2004年

2009年

2018年
12月27日

2019年
12月底

2012年

2020年
6月23日

未來計劃
2035年

發射首顆北斗導航試驗衛星。

北斗一號系統建成，中國成為繼美、
俄之後第三個擁有自主衛星導航系統
的國家。

北斗二號衛星工程立項。

北斗三號工程立項。

成功建成國際上首個混合星座區域衛
星導航系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
提供區域服務，北斗系統成為國際衛
星導航系統四大服務商之一。

北斗三號基本系統正式向“一帶一
路”及全球提供基本導航服務，中國
北斗距離全球組網的目標邁出了實質
性的一步。

全球系統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對北斗
導航系統全球組網的順利完成具有里
程碑式重要意義。

第59顆北斗導航衛星（含試驗星）成
功發射，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以北斗系統為核心，建設完善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國家綜合
定位導航授時體系。

北斗導航大事記

■■66月月2323日日，，我國我國
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北斗三號全球衛星
導航系統最後一顆導航系統最後一顆
組網衛星在西昌衛組網衛星在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點火升星發射中心點火升
空空。。 新華社新華社

組
網

數
據

自 2000 年
10月31日長三甲
系列火箭發射中
國第一顆北斗導
航 試 驗 衛 星 以
來，至今共進行
44次發射，將59
顆北斗導航衛星
（含試驗星）成
功護送升空，發
射成功率100%。

長三甲系列運
載火箭能發射傳統
的地球同步轉移軌
道（GTO）、太陽
同 步 軌 道
（SSO）、傾斜地
球同步轉移軌道
（IGSO）、中圓
軌 道 （MEO） 、
地 月 轉 移 軌 道
（LTO）有效載荷
發射任務及深空探
測任務，滿足北斗
衛星發射需求。

全球四大全球四大
衛星導航系統衛星導航系統 中國北斗系統中國北斗系統

‧‧20182018年基本系統完成建設年基本系統完成建設，，20202020年全面建成年全面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全球定位精度水平1010米米（（水平水平、、高程高程），），
亞太地區定位精度亞太地區定位精度55米米（（水平水平、、高程高程））

美國GPS系統
‧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製，1994年正式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9米，高程15米

俄羅斯GLONASS系統
‧1976年啟動，1995年實現完整星座部署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9米，高程20米

歐洲Galileo系統
‧2016年提供初步導航服務，2020年全面建成
‧全球定位精度水平7.5米，高程15米

■■李蘭娟院士在北斗三李蘭娟院士在北斗三
號發射觀禮現場號發射觀禮現場。。

西昌市融媒體中西昌市融媒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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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助企纾困，政策支撑及时到位

“这笔 6.5 万美元的赔付资金真解渴！”谈起
这几个月企业闯关求生的经历，北京旭龙艺工艺
美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感触颇多。

张旭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工艺美术品行业已
有 20 多年，企业主要是面向海外销售中国传统
的“景泰蓝”“内画”等工艺美术品和摆件，规
模虽然不算大，但是业务也稳步扩展到了欧美多
国市场，发展势头不错。

疫情打乱了原有的节奏。今年2月底，旭龙
艺在美国的最大客户 PIER 1 IMPORTS 公司突
然发来邮件，告诉张旭该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叠加
疫情冲击，已经申请破产清算。而稍早前，旭龙
艺一批价值8万多美元的货刚刚运抵美国。

“货发出去了，钱却收不回来，打了我们一
个措手不及！那段时间，我们同时要面临追缴海
外账款和维持国内生产经营的双重压力。对我们
小企业来说，资金周转很快成为最大的问题。好
在，这批产品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了保。
疫情期间，我们在线提出了理赔申请，没想到短
短13天之内就完成了赔付。”张旭说，这笔钱给
企业维持运转、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帮了大忙。

张旭遇到的困难不是个例。商务部和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开展的联合调查显示，今年2月至3
月，60%的企业商贸洽谈延期或取消，37%的企业
国外供应链中断或面临中断风险。

面对风险，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挥了重
要作用。今年前 5 个月，在扩大承保覆盖面方
面，中国信保服务小微企业 8.9 万家，同比增
长 23%，超过 2019 年全年水平；在理赔服务方
面，中国信保向小微企业支付赔款近 500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36.4%；在数字化服务方面，中
国信保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线上渠道
承保近 3.6 万家小微企业。

在进口方面，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化举措同
样让外贸企业觉得“暖心”。

在广东，汕头海关为帮助关区加工贸易企
业抵御疫情带来的冲击，主动作为、精准发
力，为企业及时办理在线预约申报、账册变
更、核注清单核批等，简化加贸企业深加工结
转、余料结转、外发加工等 7 项业务单证和手
续，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快步前行。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我们的移动式发电机
组订单增加，但其中的进口发动机能否及时到位
是关键。为让我们的生产能够不停地转下去，海
关对进口发动机进行快速验放，帮我们解决生产

‘堵点’。”广东西电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启峰说，由于重要进口零部件及时运达，公
司生产进度不断加快，“抢”回了不少因为疫情
耽误的时间，一季度出口销售额同比增长22%。

多元开拓，民企进出口成亮点

稳 外 贸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不 止 于 此 。 6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关注“涉及近 2 亿人
就业的外贸企业”，提出一系列针对性举措。

快速反应，主动转型，民营外贸企业脱颖而
出。前 5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达 5.11 万亿元，
增长 1.8%，占全国外贸总值的 44.3%，比去年同

期提升2.9个百分点。
在外贸重镇浙江宁波，不少企业就充分利用

中央和地方各种帮扶政策，提早谋划、灵活应
对。

疫情发生初期，宁波伟楷服饰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伟东和大部分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家一样，陷
入了愁订单、忧业绩的焦虑之中。本来，伟楷服
饰体量并不大，绝大部分订单集中于一家英国的
服装品牌，几乎没有内销业务。当英国客户表示

“担心疫情影响中国企业供货能力，决定将订单
转移到土耳其”时，对陈伟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
雳。

在海外订单搁浅的情况下，陈伟东抓住了防
疫物资需求大增的机遇，果断投资100余万元建
设两条新流水线，同时主动改造原有产品线，提
升生产效率和品控能力。正是凭着及时转型，伟
楷服饰顺利渡过了难关。4月份以来，伟楷服饰
最多每天生产4万多件民用隔离服，一周就能完
成20万件隔离服的海外订单。

“把产能报给我，我来排订单！”如今，陈伟
东挨个向周围 11 家中小服装企业负责人打电
话，带领大家一起“抱团取暖”。

同样得益于主动转型的，还有金鑫轴承科技
有限公司。自去年以来，金鑫轴承共投入 2500
万元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这笔费用相当于
该企业 3 年的利润。“原先的生产线改造后，不
仅生产效率提升了 5倍，良品率也维持在 99%以

上。”金鑫轴承总经理杨金良指着刚投用半年的6
条自动化生产线说。

虽然因疫情停产了将近 1 个月，但截至目
前，金鑫轴承的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不减反增。
特别是今年刚研发的呼吸机轴承，在短短2个月
已为公司揽下 4000 万元的订单。“就在几天前，
我们又接到了国外客户 10 万套的呼吸机轴承订
单！”杨金良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
示，面对疫情考验，企业要增强内生动力，拿出
优质产品，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外贸企业开拓
国内市场时应该适当错位，在自身的强势领域拓
展出新的市场，这样才不会对传统的国内市场及
国内企业造成冲击。”白明说。

放眼长远，重大合作牵手更紧

微观上，外贸企业是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
宏观上，外贸企业维系着中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的稳定。

“目前，中国没有出现外资撤离、产业链供
应链外迁的情况。面对中国稳定的营商环境、
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许多跨国公司正考虑在中国扩张产
业链。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放
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推
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升级，积极构建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日前，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谈及对外经贸合作形势
时说。

除了传统的轻工业品进出口，高端装备、
工程承包等“走出去”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
进，对于稳定外贸发展大局亦十分重要。

厄瓜多尔当地时间 6 月 2 日，哈尔滨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与厄瓜多尔美纳斯 3×90MW 水电项
目业主、监理公司和项目土建移交验收委员会
正式签署了土建最终移交纪要，实现向业主的
最终移交。这也是由中资企业承建的厄瓜多尔
大型水电项目中首个实现土建最终移交的水电
站。

哈电集团厄瓜多尔美纳斯项目经理杜中良
告诉本报记者，项目主要发电机设备包括水
轮发电机、励磁、调速器等系统全部由哈电
集团设计、制造和供货，其他辅助系统设备
均由中国厂商制造供货。所以，美纳斯项目
是“哈电配套”到“哈电制造”的典范工程。

“该项目采用 EPC总承包管理模式建设，配
置3台单机容量90MW冲击水轮发电机组最大年
发电量将达1.29亿千瓦时。作为厄瓜多尔太平洋
水系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这一项目将改善并
优化厄瓜多尔电力能源结构，提供更多清洁能
源，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杜中良说。

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依靠外籍员工妥善解决
了疫情带来的困难。

前不久，位于法国奎特宝福的风场风机由于
主轴承的原因，产生了较大噪声，但受疫情影
响，维修工作一时无法展开。为此，中广核欧洲
能源公司的外方声学专家克里斯·弗朗索瓦通过

“模型计算分析”对噪音发生根源进行了分析，
发现风机在面向特定方位时会产生噪声，影响周
边居民。

于是，公司采取风机在面向特定方位时自动
停机的方式，既避免了噪声影响周边居民造成投
诉，也避免了风机全时段停机造成的发电损失。
这些举措，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企业与当地客户的
合作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是在经济
全球化过程中企业长期选择形成的，集合了全球
各经济体的优势，体现了分工与合作。面对疫情
带来的影响，中国各界正在凝聚着一股强大合
力，共同推动外贸企业“逆水行舟”。

今年5月中国外贸出口达1.46万亿元，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外贸企业“逆水行舟”稳得住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5月
份中国外贸情况。最新数据
显示，5 月份，以人民币
计，外贸进出口 2.47 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9%，
好于之前市场的普遍预期；
其 中 ， 出 口 达 1.46 万 亿
元，同比增长1.4%。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广
大外贸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不
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
减税降费、通关便利化、出
口信用保险赔付、鼓励企业
转型等多项政策支持下，外
贸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
弹性，稳住了生产经营、巩
固了合作关系并通过主动转
型升级为后续中国开放型经
济健康发展积攒着后劲。

正如海关总署有关负责
人分析前5个月外贸形势时
的评价：“外贸企业在逆境
中抓住了中国率先复工复产
的机遇，满足了全球的产品
需求，对出口形成了有力支
撑。”

占外贸总值比重同比提升2.9个百分点▲

上图：6 月 5 日，一列满载家用电器、灯具
的国际货运班列缓缓驶出甘肃兰州国际陆港，标
志着“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成功首
发。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下图：6月10日，中国 （呼和浩特） 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业务开通仪式举行。来自日韩、法
德、俄澳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种商品集
中亮相，让消费者可不出家门、不出国门就可以
购买进口商品，有效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图为一名消费者在挑选进口商品。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图表数据源自商务部、海关总署。 龚文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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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德州食品券（SNAP Food
Benefit）是為資源有限家庭提
供的可以用來購買食物的補助
。

可以提供哪些服務：
幫助人們購買身體健康所

需的食物。可以購買花園種子
。糧食券的福利存在“Lone-
Star”卡里面，“Lone Star”

卡可以在接受食物券的任何超
市中像信用卡一樣使用。食物
券不能用於：買煙，購買含酒
精的飲料，非食品和飲品，支
付購買食品的欠款。
須滿足以下條件：
符合以下收入標準：
家庭人數 月收入
1 $1718

2 $2326
3 $2933
4 $3541
5 $4149

每增加人，收入增加$608
大部分18至 49歲的沒有

小孩的成年人，在3年內只能
在獲得3個月的食物券。如果
申請人每周至少工作20個小時

，或者處於工作或培訓的狀態
中，則食物券的受益期可能會
長一些。一些特定人群不收此
限制，例如有殘障或孕婦。
需要準備以下文件：
全家人的社會安全卡
全家人的身份證明(身分證明文
件可以是以下任一種)：美國護
照，出生紙，公民紙，綠卡

(I-551)，等
地址證明(地址證明文件可以是
以下任何一種)：德州駕照或ID
卡，水費、電費、等各種帳單
，銀行對帳單，租約或購屋合
約
全家人最近90天的收入證明(
收入證明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種
）：最近一年的報稅表，W2

or 1099，如靠儲蓄生活，請提
供最近3個月的銀行對帳單，
如靠他人資助，需資助人提供
證明信(光鹽社備有模板)
物業費賬單，包括水，電，瓦
斯，網絡等
光鹽社可以協助民眾申請食物
卷

【休士頓訊】第15屆由美南銀行
所舉辦的 「美南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己於2020年5月底截止，並於6
月初完成評選。經過再審核結果最終
決選出四位優秀應屆學子獲得每位$
1,000元獎助學金。得獎者名單如下:
1. Karen Tseng : Morton Ranch
High School
2. Rachel Dalina : Jersey Village
High School

3. Aira Pasha : Langham Creek
High School
4. Zarmin Hussain : Ridge Point
High School

今年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學校暫
時關閉改由居家網路學習、報稅申請
延後等諸多不便因素，造成此次獎學
金申請資料取得不易，如在學成績單
、在校老師推薦信和相關資料等。美
南銀行在全體董事會一致同意，為鼓

勵學生們學習。決議在疫情期間照常
舉辦，申請方式略微變通放寬申請呈
序，便利申請者可以順利遞件。

此次申請遞件者來自數十所不同
學區高中近20位應屆畢業學子申請。
每位申請學生在課業或課外成績皆非
常優秀傑出。經評審委員會多次審核
後，最終決選出四位獎學金得主，並
將於7月16日 (周四) 在美南銀行總行
二樓大廳內舉行頒贈儀式，期許幫助

他們在未來的學習上給予鼓勵。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服
務。目前服務據點分布於休士頓、休
士頓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
Richardson等地。未來將在休士頓凱
蒂市、達拉斯地區、南加州等區域擴
展增設分行以服務便利客戶的需求。

美南銀行為提昇服務品質，己於
2019年底全面更新銀行網路功能，加
強新增人性化結合科技化金融功能，
如行動支付等。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
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美南銀行2020年第15屆清寒學生獎學金名單出爐

光鹽社協助民眾申請食品券（SNAP Foo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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