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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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星期三
Wednesday, July 1, 2020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SMU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電話電話:: 713713--627627--30003000
地址地址:: 4151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60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277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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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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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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業互聯網
賦能制造業

近年來，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態勢

良好，有力提升了產業融合創新水平，

加快了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有效推

動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發展駛入快車道
十大重點平臺服務工業企業近 8

萬家
走進攀鋼集團西昌鋼釩生產車間

，壹條接入工業大腦的生產線正有序

運行，脫硫、提礬、轉爐、配合金、

精煉等多個生產環節實現實時數據監

測和參數調優。試點階段，僅對其中三

個工序做優化，即實現噸鋼生產節約1

千克原料。

“聯雲上網，更重要的是做到生產

數據可追溯。”阿裏雲研究院高級戰略

專家王嶽解釋，壹旦發現質量問題，可

以快速定位並還原生產環節問題，從而

大幅提升質檢準確率，減少返廠成本。

以煉鋼為例，攀鋼接入工業互聯網後，

每年節省成本1700萬元。

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劉多看

來，工業互聯網是新壹代信息技術與工

業經濟深度融合的全新工業生態、關鍵

基礎設施和新型應用模式。近年來，在

國家大力推動及產學研用各方積極參與

下，我國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駛入快車

道。

從平臺建設來看，培育形成超500

個特色鮮明、能力多樣的工業互聯網平

臺，其中具備壹定行業、區域影響力的

平臺數量超過70個，十大重點平臺服務

工業企業近8萬家、工業模型數1110個

、工業APP數量達2124個。

從融合應用來看，5G與工業互聯

網的融合進入實施階段，建設超過 10

萬個5G基站，在工業、交通、醫療等

行業和領域，已形成上百個5G創新應

用場景。

從安全保障來看，已發布30余項工

業互聯網安全相關標準，初步形成對百

余個工業互聯網平臺、900余萬臺聯網

設備的實時監測能力，共服務9萬多家

工業企業。

轉型還有兩道坎
數字化改造成本偏高，中小企業數

字化程度偏低
企業通過數字化改造，能有效推動

生產模式升級，並深入挖掘工業數據的

資源價值。對不少傳統制造企業來說，

走好依靠工業互聯網轉型之路還需邁過

兩道坎。

第壹道坎是企業對於改造成本與帶

來效益的權衡。

“改造的成本是多少？誰來承擔改

造費用？改造完又能帶來多少價值？這

是壹些制造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造所普

遍關心的問題。”坤湛科技創始人兼

CEO閔萬裏認為，企業對成本非常敏

感，在收益不明確的情況下，先投入

巨大資金承擔改造費用，是許多企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想要改造卻遲遲不改

的原因。

在騰訊工業雲總經理李向前看來，

傳統制造業更專註於自身業務，對工業

互聯網的認識更多從解決業務本身問題

出發，如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

本、提高產品質量，進而帶來可觀的效

益。這就要求平臺從企業業務需求出發

，從解決企業痛點出發，為企業量身定

做專屬的改造方案。

中小企業數字化程度偏低是工業互

聯網改造的第二道坎。

“目前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

數字化水平較低，有超過55%的企業尚

未完成基礎的設備數字化改造。此外，

行業間整體數字化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超過50%的制造企業的數字化尚處於單

點試驗和局部推廣階段。”中國工業互

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說，壹些中小微

制造企業發展較為粗放，利潤率較低，

無法承受數字化轉型和新技術應用的高

昂成本，導致缺乏數字化轉型的動力。

從產業鏈來看，王嶽認為，目前的

數字化改造多為單兵突進，上下遊聯動

較少，難以產生協同效應，限制了數字

化轉型的整體效益。

產業迎來新機遇
夯實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強化人才

智力支撐
復工復產過程中，制造業企業看到

了工業互聯網發揮的重要作用。利用工

業互聯網不僅能有效提升生產效率，降

低用工密度，而且壹些大型工業互聯網

平臺快速延展供需對接功能，匯聚各地

信息，根據需求實現精準匹配，從而有

力拉動生產。

“疫情倒逼制造企業對效率提升的

需求激增，因此能夠做到降本增效的數

字化解決方案將會廣受歡迎。”瞄準產

業發展新機遇，閔萬裏開始嘗試工業互

聯網在不同場景的落地可能。

前不久，坤湛科技在直播平臺做

出嘗試，將制鞋企業的生產線直播出

來，消費者下單後立刻在生產線上排

產。“從用戶看到樣品下單，再到生

產線感知用戶需求，實現精準響應，

全鏈條同頻共振，打破了生產制造商

和客戶彼此看不見對方的壁壘。”閔

萬裏說。

不僅是市場利好，工業互聯網也正

在迎來新壹輪政策紅利。早在2018年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要加強人工智

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

施建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明

確提出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

壹代信息網絡。

“開展以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經濟新舊動能轉換

的強勁推手，並具有投資拉動效應。”

徐曉蘭介紹，據測算，2019年，我國工

業互聯網的產業經濟增加值規模已達

3.41 萬億元。2020 年，該數據將增至

3.78萬億元。

前景可期，機遇已現。如何推動工

業互聯網進壹步發揮作用？

基礎設施是推進工業互聯網的關

鍵。徐曉蘭說，需要著力打造工業互

聯網國家級創新體系。加強軟硬件核

心技術攻關，加快推動關鍵網絡設備

和智能網聯裝備的研發及產業化，推

動長期卡脖子的各類工業軟件加快突

破。同時，也應著重建設包括工業數

據管理服務、評估服務、產業監測服

務及檢測認證服務在內的四大類公共

服務平臺。

人才是工業互聯網發展的支撐。閔

萬裏建議，應將包括科研人員和產業專

家在內的智力資源精準匹配到產業的薄

弱環節、基礎環節中，如基礎材料科學

、高端裝備制造業等，強化工業互聯網

技術的智力支持。

當前，全球新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發展，工業互聯網
技術不斷突破，為各國經濟創新發展註入了新動能，也為促進全球
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我國工業互聯網總體建設情況如何？
更好賦能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還應從何處發力？

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隨著各地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新產
業新業態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展現巨大韌性。在線教育、遠程辦公
蓬勃發展，工業互聯網、在線醫療等持續壯大，為發展註入新動能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本版今起推出系列報道，講述不同行業數
字化轉型帶來的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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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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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今年至明年初開展脫貧攻堅普查
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 全面了解脫貧實況 確保成果真實準確

《通知》中提到，國家脫貧攻堅普查是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重要基礎性工

作，是對脫貧攻堅成效的一次全面檢驗”。
普查重點圍繞脫貧結果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全面了解貧困人口脫貧實現情況，為分析判
斷脫貧攻堅成效、總結發布脫貧攻堅成果提
供真實準確的統計信息，為黨中央適時宣布
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數
據支撐。

標準時點為今年12月31日
《通知》中詳細提到了普查範圍和對象、

普查內容和標準時點、普查組織和實施、普查
經費保障、工作要求等。其中，普查的範圍是
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
困地區縣，享受片區政策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阿克蘇地區7個市縣，以及在中西部22個省
（區、市）抽取的部分其他縣。

普查內容包括建檔立卡戶基本情況、“兩
不愁三保障”實現情況；主要收入來源、獲得
幫扶和參與脫貧攻堅項目情況、縣和行政村基
本公共服務情況等；普查標準時點為2020年
12月31日。

胡春華任普查領導小組組長
記者留意到，去年10月，國務院決定成立

國家脫貧攻堅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是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副組長有6
人，分別來自國家統計局、扶貧辦、中宣部、
發改委、財政部等。該小組的成員共15人，分
別來自教育部、工信部、民政部、人社部、自
然資源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農
業農村部、衞健委、央行、統計局、醫保局、
扶貧辦和中國殘聯。成立該小組意在“加強組
織領導”，該小組負責國家脫貧攻堅普查組織
和實施，協調解決普查中的重大問題。領導小
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統計局，具體負責普查的組
織和實施。

地方政府不得修改普查資料
《通知》還提到，中西部22個省（區、

市）普查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要加強領導，精
心組織，及時解決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
題，地方有關部門要積極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而普查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按規定予
以保障，列入相應年度政府預算，按時撥付、
確保到位”。

此外，《通知》還對普查工作提出了具體
的要求。普查對象要真實、準確、完整、及時
地提供普查所需的資料，不得虛報、瞞報、遲
報、拒報。普查機構和普查人員應當如實搜
集、報送普查資料，不得偽造、篡改普查資
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對象提供不真實
的普查資料。地方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和單位
不得自行修改普查機構和普查人員依法搜集的
普查資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機構、普
查人員及其他機構人員偽造、篡改普查資料。

普查取得的資料嚴格限定用於普查目的，
各級普查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履行保密
義務。

加大執法及違紀違法懲戒力度
《通知》最後提到，加大統計執法和違紀

違法行為懲戒力度，堅決杜絕人為干擾普查工
作的現象。“對於依紀依法應當給予黨紀政務
處分或組織處理的，由統計機構及時移送任免
機關、紀檢監察機關或組織（人事）部門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網、北京

青年報新聞客戶端報道，6月29日，

國辦發布了一則重磅通知——《關於開

展國家脫貧攻堅普查的通知》（以下簡

稱《通知》）。《通知》提到，經國務

院同意，定於2020年至2021年年初開

展國家脫貧攻堅普查。據了解，這是官

方首次披露有關國家脫貧攻堅普查的具

體信息，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開展

的脫貧普查。

■■在寧夏吳忠市同心縣下馬關鎮窖坑子村蘆加工車間在寧夏吳忠市同心縣下馬關鎮窖坑子村蘆加工車間，，
工作人員將修剪好的蘆進行打綑工作人員將修剪好的蘆進行打綑。。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28日
0時至24時，北京新增本地確診病例7例、疑似
病例4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專家估計，一周
左右北京新增報告病例即會清零。

自6月11日以來，北京已累計報告本地確診
病例318例，不過，單日新增病例數量正在逐漸
減少，到28日已降至個位數。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從北京最
近一段時間報告的病例來源來看，多數是在集中
隔離觀察的人群當中，只有少數是在篩查當中發
現的，樂觀估計，在一周左右就可能看到報告病
例清零。
北京方面最新要求，要進一步加強流調，對

來源不明的病例要盡快查明感染鏈條，對確診病
例要第一時間找到並管控所有密切接觸者，阻斷
傳播途徑。

新發地首例治癒患者出院
此外，29日上午10時，北京新發地相關新

冠肺炎首例治癒患者何先生從定點救治醫院北京
地壇醫院出院。6月3日，何先生到新發地市場
牛羊肉大廳採買羊肉，停留約20分鐘，其在兩
天後出現乏力症狀，6月12日出現發熱症狀。到
醫院就診後，查新冠病毒核酸陽性，CT提示右
肺上葉磨玻璃影，6月13日以新冠病毒肺炎（普
通型）收入北京地壇醫院。
何先生在6月16日體溫恢復正常，臨床症

狀、影像及化驗指標於數日內相繼好轉，並於6月
21日、6月26日兩次核酸檢測均為陰性，達到出院
標準。29日上午，何先生出院時稱自己就是在新
發地市場購物時因口罩沒戴嚴實染疫，由此他提醒
民眾“一定要做好防控，戴好口罩”。

高考每場考生較往年減10人
2020年北京市高考將在7月7日至8日舉

行。在29日北京新冠疫情防控發布會上，北京
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李奕介紹，今年北京參加高
考的考生共49,225人，設17個考區，每個考點
校會設置不少於三個備用考場，增設一名“副主
考”，負責疫情防控工作。高考每個考場的人數
從往年30人減少到20人。

“在考前14天和考前3天，由區考試中心會
同衞生健康部門，在各學校、個報名單位的配合
下，對所有考生進行健康狀態監控，無異常的考生
才可正常參加考試。”李奕稱，處於集中觀察期的
考生，各區安排送考，在“獨立考場”考試。居家
觀察或小區密閉管理階段考生，將在備用考點考
試，考生間距不少於兩米。對於考試當天臨時出現
發熱等症狀的考生，則會安排在備用考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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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地區開立戶口
◆“南向通”為大灣區內地居民
通過在港澳銀行開立投資專
戶

◆“北向通”為港澳地區居民通
過在大灣區內地銀行開立投
資專戶

2.購買產品
◆“南向通”港澳地區銀行銷售

的合資格投資產品

◆“北向通”內地銀行銷售的合
資格理財產品

3.銷售方式
◆ 投資者資格條件、投資方

式、投資產品範圍等，由人
民銀行、香港金管局等機構
商議確定

“跨境理財通”
操作流程

4.資金流向
◆“南向通”、“北向通”的業務資

金實行封閉管理，使用範圍僅
限於購買合資格的投資產品

◆資金以人民幣跨境結算，資金
兌換在離岸市場完成

◆跨境資金流動實行總額度和單
個投資者額度管理，總額度通
過宏觀審慎系數動態調節

製表：記者 殷考玲

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灣區理財通挺港金融中心
港續擔當國家金融對外開放重要角色

據聯合公告，跨境理財通分“南向通”和“北向
通”，與現行的滬港通相似。“南向通”為大

灣區內地居民通過在港澳銀行開立投資專戶，購買港
澳地區銀行銷售的合資格投資產品；“北向通”為港
澳地區居民通過在大灣區內地銀行開立投資專戶，購
買內地銀行銷售的合資格理財產品。理財通業務資金
會實行封閉管理，使用範圍僅限於購買合資格的投資
產品，並以人民幣跨境結算，資金兌換在離岸市場完
成。

遵循三地理財產品管理法規
銷售方式，投資資格條件、投資方式、投資產

品範圍等，將由人行、香港金管局等機構商議確定。
理財通會遵循三地個人理財產品管理的相關法律法
規，同時尊重國際慣例做法。公告又指，對“北向
通”和“南向通”跨境資金流動實行總額度和單個投
資額度管理，總額度通過宏觀審慎系數動態調節。
29日的公告未有提及理財通的總投資額度及投資
的資格入場門檻，日前則有傳北向及南向各有1,500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並設有個人額度。

林鄭：國家是香港堅實後盾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指出，開展理財通充分

展示中央對大灣區金融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突顯
國家作為香港的堅實後盾，香港繼續在國家經濟發展
和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中擔當引領的角色。而國家安全
立法，將會讓香港恢復穩定、法治和良好的營商環
境，確保投資信心，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財爺：金融界拓更廣闊市場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理財通為香港金融

產業鏈以至其他專業服務帶來龐大商機，為粵港澳金融
業界開拓更廣闊市場，也為大灣區居民提供更多理財產
品選擇，促進人民幣跨境流通和使用，進一步鞏固香港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他又稱理財通提供更大
誘因，讓國際金融機構立足香港並投放更多資源，以服
務大灣區城市大量投資，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和資金進出內地的重要橋樑角色。

余偉文：將洽細節盡快開車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則透露，未來數月會和

兩地監管機構商討理財通的執行細節，聽取業界意
見，爭取早日啟動。他又稱，理財通的突破性在於
提供一條正式和便捷的渠道，首次允許零售投資
直接跨境開設和操作投資戶口，有更大的自主度去
選擇理財產品。而在理財通的初階段，三地監管機
構會採取務實和審慎的態度去設計各個環節，包括
產品範圍主要涵蓋風險較低、相對簡單的投資產
品；投資在兩地銀行分別開設匯款和投資戶口、
實施一對一綁定，以及人民幣跨境資金實施閉環匯
劃和額度管理。

余偉文又認為，理財通將為香港金融業界開拓巨
大的客源和業務發展空間，推動本地財富管理業務市
場有機成長，帶動產品銷售、資產管理、產品開發等
整條金融產業鏈的發展，也會惠及相關的專業服務界
別。

■■““跨境理財通跨境理財通””將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業務試點將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業務試點，，業界業界
表示可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表示可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港區國安法立法和香港“7·
1”回歸紀念日前夕，人民銀行聯同

香港金管局及澳門金管局29日宣布，

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

業務試點，以促進大灣區居民個人跨

境投資便利化，正式啟動時間和實施

細則將另行規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29日指出，開展理財通充分展示中央

對大灣區金融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支

持；而國家安全立法，將會讓香港恢

復穩定、法治和良好的營商環境，確

保投資者信心，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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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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解析專家解析專家解析專家解析﹐﹐﹐﹐疫情之下的疫情之下的疫情之下的疫情之下的「「「「買保險心法買保險心法買保險心法買保險心法」」」」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蔓
延﹐許多民眾往往訴諸買「保險」來求心
安﹐究竟目前保險業的現況為何﹖本台
今日獨家邀請到保險業務專家﹐來分享
疫情之下保險業的變化﹐以及未來規劃
保單的心法﹒
保險業務彈性廣保險業務彈性廣﹐﹐各種平台各種平台﹑﹑社交軟體社交軟體﹐﹐
都能促成交易都能促成交易
德州資深保險經紀人李淑惠表示﹐疫情
對保險業也產生衝擊﹐但慶幸的是﹐保險
公司往往有許多線上平台可供經紀人靈
活地使用﹐要送資料給客戶看﹐也可以直

接用電子郵件﹑社群軟體﹐因此業務彈性
較廣﹐即使在遠端也可以促成交易﹒只
是如此一來﹐業務員自身就要多家學習﹑
跟上虛擬化浪潮﹐才能夠得心應手的操
作這些線上工具﹒此外﹐她也指出因為
面對面會增加風險﹐她如今也會透過線
上會議軟體﹐和客戶視訊﹑介紹產品﹒
她認為﹐疫情之下影響最大的是老年族
群的客戶﹐因為長者往往擔憂疫情而不
敢出門﹐又不諳線上軟體﹐因此李淑惠指
出﹐她會試著教導長者使用電子郵件﹑或
是如微信﹑LINE等通訊軟體﹐以跟保險

經紀保持聯絡﹒
災難之下災難之下﹐﹐保險重要性更加突出保險重要性更加突出﹐﹐是否對是否對
保險造成推動保險造成推動﹖﹖
李淑惠認為﹐在疫情之下勢必會對保險
業務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保險是一
種分擔風險的行為﹐她也奉勸若打算買
保險者﹐千萬不要貪小便宜﹑選最便宜的
保心安﹐因為真正發生問題恐怕會因小
失大﹒比如說﹐若要購買健康保險﹐就必
須先確認自身身體狀況﹐哪方面﹑部位需
要承保較好的商品﹒
為應對疫情為應對疫情﹐﹐專家提醒專家提醒「「旅行保險旅行保險」」出現出現
變革變革

李淑惠也提醒﹐針對此次疫情﹐「旅遊保
險」會出現變革﹐有些人在疫情期間要從
事國際旅行﹐會選擇購買保險以防自己
有染病風險﹒但前陣子不少公司推出變
革﹐要將染上新冠病毒等相關疾病從承

保範圍中移除﹐因此李淑惠呼籲所有民
眾要跟自己的保險經紀再叁確認﹒
目前新冠病毒相關保險全支付目前新冠病毒相關保險全支付﹐﹐面對保面對保
險公司虧損險公司虧損﹐﹐未來保單是否可能調漲未來保單是否可能調漲﹖﹖

李淑惠指出﹐目前新冠病毒相關的問題﹐
幾乎都是由保險公司全額支付﹐面對保
險公司虧損﹐她提醒長遠來看最終都還
是會回歸消費者身上﹐因此﹐她預估大約
在後年﹐各家保險公司可能將保費調漲
﹒但另一方面﹐她也認為有鑑於疫情﹐也
使得很多人不敢去看醫生﹐用保險的人
也減少了﹐在這一拉一扯之間﹐明年保費
或許不會有太大變化﹒
她也指出﹐若民眾要投保﹐與其完全著重
在價格之間的比較﹐她更建議選擇規模
較大的大公司﹐因為分擔風險的能力也
大﹑財務狀況較穩定﹐如此一來消費者才
能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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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截止到周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

毒感染人數47,369人, 629人死亡,16,645人
痊愈.德州感染人數 153011人，2403人死
亡。

休斯頓市市長特納在本周一再次呼籲
民衆做好病毒防範，他強調病毒疫情的嚴
重性，表示在我們的社區，病毒正加快蔓
延和肆虐，請慎重對待這個疫情。

由于本周一和上周日連續兩天，大休
斯頓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出現1317例的飆升
，四月底，該地區確診人數比例為 3%，
目前已經提升至13%，特納市長疫情以來
多次向民衆提醒，要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他表示耐心也幾乎達到臨界。

正在進行自我隔離的哈瑞斯郡郡長伊
達爾戈周一通過視頻表示，她正在和州長
艾伯特進行溝通，就有關重啓居家令和安
全工作令以及強制實施口罩令進行協商，
預計將很快推出新的方案。

隨著學校假期的來臨和日漸炎熱
的天氣，想逃離和自我隔離疲勞的想
法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無論是探望
家人和朋友，還是期待已久的夢想假
期，旅行一直都是夏日樂趣的重要組
成部分。但是，您可以在旅行的同時
減少感染COVID-19的風險嗎？

美國麻省總醫院的傳染科醫師
Amir Mohareb 博士和 Kristen Hysell 博
士給我們解答了有關旅遊安全的關鍵
問題。

問：隨著旅行的開始，乘飛機或
火車/巴士旅行是否安全？

答：在全球也包括美國所有50個
州都報告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和死
亡情況。情況在不斷地變化。然而旅
行會增加了您感染和傳播新型冠狀病
毒的機會，因此留在家中是保護自己
和他人免受疾病侵擾的最佳方法。

此外，許多目的地都要求旅客在
抵達後自我隔離至少兩個星期。當絕
對需要旅行時，我們建議您瀏覽當地
公共衛生當局和疾病控制中心（CDC
）的網站去尋找以下問題的答案：
• 您現在要去的目的地，新型冠狀病
毒的傳播情況如何？

• 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在您的社區中或
您的聯繫人中傳播嗎？
• 在旅行期間您是否有可能保持社交
距離？
• 您或與您同行的那些人是新型冠狀
病毒重病的高危人群嗎？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對旅行有
更具體的建議。

問：坐車旅行和自駕游是否安全
？

答：今年夏天進行公路旅行需要
有一些特殊的考慮。美國不同地區的
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情況不盡相同，因
此檢查目的地的本地數據和建議始終
很重要。通常可以在每個州的公共衛
生部網站上獲得此信息。其他重要考
慮因素包括：
• 公共汽車/火車旅行：乘公共汽車
和火車長途旅行可能需要坐在或站立
在其他人的6英尺之內
• 汽車旅行：途中停下加油站，食物
或洗手間可能會使您和您的旅行同伴
與他人和地面保持緊密接觸
• 房車旅行：您可能不必經常停下來
購買食物或使用洗手間，但房車旅行
通常意味著在房車公園過夜，並在其

他公共場所獲得
汽油和補給品。
這些途中的停頓
也令您和與您共

同旅行的人與外來的人有接觸的機會
。

問：可以去那些防護措施做得很
好的國家或地區旅行嗎？

答：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仍
然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因此建議您
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新型冠狀病毒病例較少的地區或
國家可能仍具有未被發現（或正在傳
播）的廣泛傳播的可能性。此外，到
目前為止，新型冠狀病毒病例較少的
州在理論上可能會有更多的易感人群
。這可能使將來的爆發更加難以管理
。
如果旅行是必不可少的，則可以通過
以下幾種方法在旅途中保護自己和他
人：
• 經常清潔雙手
•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鐘，尤
其是在您：
o 在公共場所
o 觸摸經常被他人觸摸的觸摸表面
o 摸鼻，咳嗽或打噴嚏，以及觸摸臉
部或進食前
• 如果沒有肥皂和水，請攜帶並使用
酒精含量至少為60％的洗手液。覆蓋

手的所有表面
，並在一起揉
搓，直到感覺
乾燥
• 避免觸摸眼
睛，鼻子或嘴
巴
• 避免與他人
密切接觸
• 與他人保持
六英尺的物理
距離
• 在公共場合
帶上口罩或布
面罩
• 咳嗽和打噴
嚏時，請遮蓋
口鼻
• 避免在室內
餐廳用餐，盡量使用坐在車裡提貨，
戶外提貨餐廳服務或商店提貨

問：現在最好的度假想法是什麼
？

答：這個夏天最安全的假期取決
於您和您的家人：多少人將一起旅行
？旅行者的年齡是多少？有沒有人特
別容易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攻擊？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重要的是要
繼續參加體育鍛煉，爭取今年夏天在
戶外享受陽光，但是我們需要在自己

的家人和社區成員的安全與生活之間
取得平衡。

作為一般的指導，我們建議遠離
人群和排長隊的戶外活動，請嚴格遵
守當地和州的所有法規。保持計劃的
靈活性，以防社區或目的地的狀況發
生變化。同樣重要的是要事先計劃，
以確保出現任何問題時都可以與醫療
專業人員聯繫。

COVID-19疫情期間旅行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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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镇位于浙江舟山市的最东端

，由 162 个隔落在东海中的岛礁组成

，岛礁大小不一，大部分并无居民。

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后，东极

镇被包装为大陆最东端的岛屿，因而

被游客熟知。实际上，“东极岛”的

概念，就是由庙子湖、青浜、黄兴、

东福山四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岛屿群。

要浏览东极岛，需要从沈家门码

头出发，乘坐两个小时的渡轮，到达

庙子湖岛，这也是《后会无期》中东

极岛的主要取景地。

每逢节假日，从沈家门到东极的

船票，可在“舟山海星轮船”公众号

上购买。若碰到节假日，船票就异常

抢手，需要提前三天在凌晨 5点抢票

，价格100-300不等。

东极镇运输不易，物资溢价，所

以上岛之前在陆地吃一顿海鲜是最划

算的。我到达舟山的湖滨广场，已是

傍晚，一排海鲜大排档临东海而建，

这些大排挡，装修一致，都是黄色简

易棚屋；菜品一致，鱼虾蟹摆在档口

待客人挑选；价格估计也一致，人均

大概150块左右。

档口里躁动又喧哗，醉汉举杯，

厨师颠勺，油烟酒气被海风吹散，海

面又随着天色由蓝转黑。

一夜过去，用罢早餐，便去往沈

家门码头。正值五一期间，码头的停

车场早已爆满，这里的出租车司机瞄

准商机，开始给游客的车辆推荐停车

位，然而司机并不会把游客带到私人

停车场，而是就近找一个不会被贴罚

单的地方，再把游客载到码头。其实

自己四处找一找，也能找到。景区的

套路，总是使人后知后觉。

两个小时的航程，不少人头晕目

眩，扒着围栏呕吐，经过呕吐物的刺

激，又引得一些人呕吐。登岸之后，

装卸货物，游人离岸，我在巷弄间看

到一副火柴人呕吐彩虹的涂鸦，配的

文案是：吐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东极

岛了。十分形象。

庙子湖岛是东极镇政府所在地，

登记居民只有三千余人，海岸线近12

公里，所能承受的客流量并不大，再

加上疫情的影响，岛上并不拥挤。海

风徐徐，浪花拍岸，旅游区的文艺酒

馆总是偏爱李志。城市中的紧张感，

被迅速剥离着。

在岛的北边，矗立着一座塑像，

一个棱角分明的中年渔民，面向大海

，高举火炬，这就是财伯公，岛上的

标志性景点。塑像本身并无过多观赏

性和艺术理念，值得感叹的是财伯公

的精神价值。

这个故事是这样宣传的：

财伯公本名陈财福，大概是 200

年前，清朝初期的渔民，某天在出海

打渔时，船只被风浪掀翻，同伴溺亡

，他独自泅到庙子湖岛。而后每当夜

里，他都燃起火焰，为远方的船只照

明方向，引他们来岛避风躲雨，渔民

以为是菩萨显灵。直到陈财福死在岛

上，渔民们不见夜里的火焰，便壮胆

上岛巡看，于是一切了然。

一个地方的守护神，必须得有奉

献精神，有牺牲感，这才符合精神偶

像的标准。而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景

区宣传故事，在我看来十分蹩脚。

200 年前，清朝正处于嘉庆年间

，属于清中期。陈财福登上庙子湖岛

之后，没有船只，只能以采集为生，

孤岛之中，仅他一人。他这样的处境

下燃起夜火，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只是

为远方的渔船照明方向，在我看来，

这是明显的求救行为。

一位本地居民跟我讲了另一个版

本：那时的人都很迷信，陈财福在夜

里放火，大家以为是神明显灵，并不

敢前去接近。直到后人登岸，发现陈

财福的尸体，他已经逝世十多年了，

在他搭建的草屋里，用木板刻着自己

的生平简介。那个地方至今还在，叫

庙坑。船夫大哥的描述也有不确信之

处——清中期的一个普通渔民，大概

率是不识字的。晚上，我按照地图寻

找苗坑，只在月夜下，见到一片野地

。

但可以确信的是，确有陈财福其

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版本：

陈财福在船只覆难后，凭借着极

佳的水性，登上庙子湖岛，每天晚上

放火求救，偶然有人看到，却以为是

神迹，并没有人来救他。如此许多年

后，他死在岛上，后来被人发现，成

为一方传说。

在我看来，这个人物，隐喻了一

种难以接受的孤独。

庙子湖岛的风光堪称佳境，最可

玩的，便是乘坐快艇，绕着几个岛屿

畅游一圈，洗个海水澡。快艇的单人

票价是 500，通过民宿老板的介绍，

降为 300。开船的大哥很开朗，故意

把船开得很快，船身不断地重重落在

海面上，激起的水花从船侧溅过来，

配上抖音热门神曲，还是 DJ 版的。

就像是炎炎夏天一口气灌下一整罐冰

可乐，一种不太健康的刺激。船夫大

哥说：来到东极岛，不就是玩水的吗

？

在环岛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在岛

屿上看不到的风景。

猪八戒岛，因侧面看着像一只小

肥猪而得名。这种命名方式是景点常

用的思维，跟笑话里的谐音梗差不多

。

有两个隔得不远的岛屿并成为情

人岛，等潮水下降，礁石凸显，才能

看见这两个岛之间的礁石竟是相连的

，人可以步行过去，而这样的景观，

每年只有40分钟。

睡佛岛，是东极镇下属28个岛屿

中最生动形象的岛屿，其形状酷似半

尊睡佛，日出之时，驾船在岛前观望

，能看见红彤彤的朝阳从佛的嘴部吐

出，这种景象被称作睡佛吐珠。

我真的是运气好，在海豚湾附近

，竟遇见了鲸鱼！远远看着，可见一

团巨大的水花，和不时翻露出来的白

色肚皮。船夫大哥说遇见鲸鱼的概率

，比遇见海豚低 100 倍。他还说，岛

上被政府规划得不是很好，情人岛附

近种了许多海虹，浮囊破坏了警官，

明明是五一期间，岛上却在修路。

“上面拨了两亿下来，就修了几条

路，这个小岛怎么可能花掉两亿嘛！”

船夫大哥很善谈，但并不让人觉

得琐碎。旅行就是这样，看风景是一

种体验，融入当地居民的忧喜是另一

种体验。

庙子湖住了一晚后，次日即乘

坐渡轮去往青浜岛。岛屿之间的船

票不用预订，提前去码头排队购买

即可。

相对于庙子湖，青浜显得落魄

许多，最著名的景点是“海上布达

拉宫”，其实就是一排临海的错落

排列的废弃民居。这种让我想起忆

往镇上的东方巴黎婚纱摄影，“碰

瓷”式的地点，大多是会让人失望

的。

青浜岛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沿

着海边的小道环行，发现青浜的民

居十有八九都是空的，门窗紧闭，

不知荒了多久，仅剩一些商铺、大

排档，行走在阴凉的巷弄间，咸香

的海腥味儿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倒

有一番滋味。环山小道从宽到窄，

有的地方仅有一尺宽，好几次都恍

惚觉得前面没路了，却又在野草里

发现一条细径。路边经常可见烈士

的坟墓，隐喻着此地曾经经历过怎

样的不平静。

在青浜逗留三个小时，再坐渡轮

来到东福山岛。东福岛山势落差大，

海景更开阔。如果你是一个对日出和

日落着迷的人，来东福山岛就对了。

我坐在海边的巉岩上，看了许久

，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夜里，在

大排档买了些烧烤啤酒，坐在民宿平

台上，听着海潮声，悠闲得让人心慌

。

次日，我又在四点半起来，去东

边的山坡看朝阳。天刚亮，山坡上就

挤满了人，还有背包客搭帐篷住在上

面。5点钟左右，太阳忽然从灰云中

探出小半张脸，大陆的第一缕阳光就

这么洒了下来。我又看了许久，一直

看到阳光刺眼，看到觉得此行无憾。

回程时，仍要在微信订票，再回到庙

子湖，乘坐渡轮。

总体而言，东极镇并未开发完全

，许多基础设施也为建造成熟，岛屿

面积与承客量也相当有限，但这并不

妨碍它的美。能看得出，当地政府想

把各个岛屿往网红景点上靠，但这样

的做法，反而会拉低应有的美感。

相对于一些抽象的商业概念，我

更愿意把东极镇看作一个普普通通的

海上小镇，舟山群岛的一小部分。如

果某天想离开陆地，去一个有海浪和

日出日落的地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不

错的选择，便很好。

东
极
镇
之
旅

东极镇位于浙江舟山市的最东端

，由 162 个隔落在东海中的岛礁组成

，岛礁大小不一，大部分并无居民。

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后，东极

镇被包装为大陆最东端的岛屿，因而

被游客熟知。实际上，“东极岛”的

概念，就是由庙子湖、青浜、黄兴、

东福山四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岛屿群。

要浏览东极岛，需要从沈家门码

头出发，乘坐两个小时的渡轮，到达

庙子湖岛，这也是《后会无期》中东

极岛的主要取景地。

每逢节假日，从沈家门到东极的

船票，可在“舟山海星轮船”公众号

上购买。若碰到节假日，船票就异常

抢手，需要提前三天在凌晨 5点抢票

，价格100-300不等。

东极镇运输不易，物资溢价，所

以上岛之前在陆地吃一顿海鲜是最划

算的。我到达舟山的湖滨广场，已是

傍晚，一排海鲜大排档临东海而建，

这些大排挡，装修一致，都是黄色简

易棚屋；菜品一致，鱼虾蟹摆在档口

待客人挑选；价格估计也一致，人均

大概150块左右。

档口里躁动又喧哗，醉汉举杯，

厨师颠勺，油烟酒气被海风吹散，海

面又随着天色由蓝转黑。

一夜过去，用罢早餐，便去往沈

家门码头。正值五一期间，码头的停

车场早已爆满，这里的出租车司机瞄

准商机，开始给游客的车辆推荐停车

位，然而司机并不会把游客带到私人

停车场，而是就近找一个不会被贴罚

单的地方，再把游客载到码头。其实

自己四处找一找，也能找到。景区的

套路，总是使人后知后觉。

两个小时的航程，不少人头晕目

眩，扒着围栏呕吐，经过呕吐物的刺

激，又引得一些人呕吐。登岸之后，

装卸货物，游人离岸，我在巷弄间看

到一副火柴人呕吐彩虹的涂鸦，配的

文案是：吐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东极

岛了。十分形象。

庙子湖岛是东极镇政府所在地，

登记居民只有三千余人，海岸线近12

公里，所能承受的客流量并不大，再

加上疫情的影响，岛上并不拥挤。海

风徐徐，浪花拍岸，旅游区的文艺酒

馆总是偏爱李志。城市中的紧张感，

被迅速剥离着。

在岛的北边，矗立着一座塑像，

一个棱角分明的中年渔民，面向大海

，高举火炬，这就是财伯公，岛上的

标志性景点。塑像本身并无过多观赏

性和艺术理念，值得感叹的是财伯公

的精神价值。

这个故事是这样宣传的：

财伯公本名陈财福，大概是 200

年前，清朝初期的渔民，某天在出海

打渔时，船只被风浪掀翻，同伴溺亡

，他独自泅到庙子湖岛。而后每当夜

里，他都燃起火焰，为远方的船只照

明方向，引他们来岛避风躲雨，渔民

以为是菩萨显灵。直到陈财福死在岛

上，渔民们不见夜里的火焰，便壮胆

上岛巡看，于是一切了然。

一个地方的守护神，必须得有奉

献精神，有牺牲感，这才符合精神偶

像的标准。而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景

区宣传故事，在我看来十分蹩脚。

200 年前，清朝正处于嘉庆年间

，属于清中期。陈财福登上庙子湖岛

之后，没有船只，只能以采集为生，

孤岛之中，仅他一人。他这样的处境

下燃起夜火，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只是

为远方的渔船照明方向，在我看来，

这是明显的求救行为。

一位本地居民跟我讲了另一个版

本：那时的人都很迷信，陈财福在夜

里放火，大家以为是神明显灵，并不

敢前去接近。直到后人登岸，发现陈

财福的尸体，他已经逝世十多年了，

在他搭建的草屋里，用木板刻着自己

的生平简介。那个地方至今还在，叫

庙坑。船夫大哥的描述也有不确信之

处——清中期的一个普通渔民，大概

率是不识字的。晚上，我按照地图寻

找苗坑，只在月夜下，见到一片野地

。

但可以确信的是，确有陈财福其

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版本：

陈财福在船只覆难后，凭借着极

佳的水性，登上庙子湖岛，每天晚上

放火求救，偶然有人看到，却以为是

神迹，并没有人来救他。如此许多年

后，他死在岛上，后来被人发现，成

为一方传说。

在我看来，这个人物，隐喻了一

种难以接受的孤独。

庙子湖岛的风光堪称佳境，最可

玩的，便是乘坐快艇，绕着几个岛屿

畅游一圈，洗个海水澡。快艇的单人

票价是 500，通过民宿老板的介绍，

降为 300。开船的大哥很开朗，故意

把船开得很快，船身不断地重重落在

海面上，激起的水花从船侧溅过来，

配上抖音热门神曲，还是 DJ 版的。

就像是炎炎夏天一口气灌下一整罐冰

可乐，一种不太健康的刺激。船夫大

哥说：来到东极岛，不就是玩水的吗

？

在环岛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在岛

屿上看不到的风景。

猪八戒岛，因侧面看着像一只小

肥猪而得名。这种命名方式是景点常

用的思维，跟笑话里的谐音梗差不多

。

有两个隔得不远的岛屿并成为情

人岛，等潮水下降，礁石凸显，才能

看见这两个岛之间的礁石竟是相连的

，人可以步行过去，而这样的景观，

每年只有40分钟。

睡佛岛，是东极镇下属28个岛屿

中最生动形象的岛屿，其形状酷似半

尊睡佛，日出之时，驾船在岛前观望

，能看见红彤彤的朝阳从佛的嘴部吐

出，这种景象被称作睡佛吐珠。

我真的是运气好，在海豚湾附近

，竟遇见了鲸鱼！远远看着，可见一

团巨大的水花，和不时翻露出来的白

色肚皮。船夫大哥说遇见鲸鱼的概率

，比遇见海豚低 100 倍。他还说，岛

上被政府规划得不是很好，情人岛附

近种了许多海虹，浮囊破坏了警官，

明明是五一期间，岛上却在修路。

“上面拨了两亿下来，就修了几条

路，这个小岛怎么可能花掉两亿嘛！”

船夫大哥很善谈，但并不让人觉

得琐碎。旅行就是这样，看风景是一

种体验，融入当地居民的忧喜是另一

种体验。

庙子湖住了一晚后，次日即乘

坐渡轮去往青浜岛。岛屿之间的船

票不用预订，提前去码头排队购买

即可。

相对于庙子湖，青浜显得落魄

许多，最著名的景点是“海上布达

拉宫”，其实就是一排临海的错落

排列的废弃民居。这种让我想起忆

往镇上的东方巴黎婚纱摄影，“碰

瓷”式的地点，大多是会让人失望

的。

青浜岛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沿

着海边的小道环行，发现青浜的民

居十有八九都是空的，门窗紧闭，

不知荒了多久，仅剩一些商铺、大

排档，行走在阴凉的巷弄间，咸香

的海腥味儿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倒

有一番滋味。环山小道从宽到窄，

有的地方仅有一尺宽，好几次都恍

惚觉得前面没路了，却又在野草里

发现一条细径。路边经常可见烈士

的坟墓，隐喻着此地曾经经历过怎

样的不平静。

在青浜逗留三个小时，再坐渡轮

来到东福山岛。东福岛山势落差大，

海景更开阔。如果你是一个对日出和

日落着迷的人，来东福山岛就对了。

我坐在海边的巉岩上，看了许久

，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夜里，在

大排档买了些烧烤啤酒，坐在民宿平

台上，听着海潮声，悠闲得让人心慌

。

次日，我又在四点半起来，去东

边的山坡看朝阳。天刚亮，山坡上就

挤满了人，还有背包客搭帐篷住在上

面。5点钟左右，太阳忽然从灰云中

探出小半张脸，大陆的第一缕阳光就

这么洒了下来。我又看了许久，一直

看到阳光刺眼，看到觉得此行无憾。

回程时，仍要在微信订票，再回到庙

子湖，乘坐渡轮。

总体而言，东极镇并未开发完全

，许多基础设施也为建造成熟，岛屿

面积与承客量也相当有限，但这并不

妨碍它的美。能看得出，当地政府想

把各个岛屿往网红景点上靠，但这样

的做法，反而会拉低应有的美感。

相对于一些抽象的商业概念，我

更愿意把东极镇看作一个普普通通的

海上小镇，舟山群岛的一小部分。如

果某天想离开陆地，去一个有海浪和

日出日落的地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不

错的选择，便很好。

东
极
镇
之
旅

著名黑人歌星碧昂絲將在迪士尼發行新視頻專輯《 黑人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美國

正面臨《黑命貴》、打、砸、搶、燒、
社會動蕩不安的的關鍵時期，迪士尼
Plus 令人驚訝的宣布將于下月開始使用
流動媒體服務發行著名黑人歌星碧昂絲
（Beyoncé）的新視頻專輯《黑人王》
（Black Is King）。該視頻專輯是受《獅
子王》的啓發而制作的。

在斯尼電影《獅子王》翻拍發行一
年周年紀念之際，為王後貝伊配音的納
拉（Nala) 宣布由碧昂絲執筆並執導的
《黑人王》將于2020年7月31日在迪士
尼Plus上全球首映。

星期六晚上，一分鍾的預告片《黑
人王》在beyonce.com上放映。

這部影片是根據去年與迪斯尼電影
一起發行的《獅子王：禮物》的音樂改
編的，並為專輯的特色歌手和一些特別
的嘉賓演出加了星標。

碧 昂 絲 制 作 的 專 輯 中 有 Childish
Gambino， Kendrick Lamar， Pharrell，
070 Shake，Tierra Whack，Jay-Z，Blue
Ivy Carter和 Jessie Reyez，以及非洲藝術
家 ， 包 括 Wizkid， Shatta Wale， Burna
Boy，Eazi先生，Tiwa Savage ，Tekno，
Yemi Alade，Busiswa和Salatiel。

迪士尼和碧昂絲的Parkwood Enter-
tainment 在發布這張視頻專輯時說：
“《黑人王》是向全世界展示有關黑人
生活的慶祝回憶錄。” “這部電影是一
個古老的故事，可以傳達並重建當今。
”“文化的重組和共同的世代信仰。”
“人們留下的辛酸故事如何成為非凡的
禮物和有意義的未來。”

據兩家公司稱，碧昂絲的視頻專輯
為“當今的年輕國王和王後尋找自己的
王冠”重塑了“獅子王”的教訓。這部
電影的制作時間為一年，演員和攝制組
代表著文化的“多樣性和連通性”。

《黑人王》向黑人家庭的航行致敬
。這張視頻專輯講述了一位年輕國王的
經曆：“通過背叛，愛情和自我認同而
進行的超凡旅程”。他的祖先幫助他朝
著自己的命運方向發展，在父親的教導
和從小就愛的指導下，他獲得了奪回自
己的家園和王位所需的美德。

據媒體報道，在洛衫磯的斯台普斯中心紀念科比·布萊恩特
期間，攝影師被禁止拍攝碧昂絲的照片。

聲明說：“這些永恒的教訓是通過今天的黑人聲音展現和反

映出來的，而現在，黑人聲音正處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黑人王》是對宏偉目標的肯定，其豐富的視覺效果可慶祝黑
人的複原力和文化。這部電影彰顯了傳統和黑人卓越之美。”

6月16日，碧昂絲與丈夫傑伊（Zay-Z）合作的《黑人遊行

》（Black Parade）著重講述了賦予黑人權力，並集中了全國範圍
內的黑人生活問題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男
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殺害之後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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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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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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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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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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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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截至六月底，美國
新COVID-19病例數比前7天增加了46％，有21
個 州 報 告 的 陽 性 檢 測 率 高 於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提出的相關水平。截至六月底，美國
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254.7萬例，累計死亡病例
超過12.5萬例。上周有31個州（主要在美國西部
和南部）報告了更多的 COVID-19 新病例。 在
此期間，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愛達荷州
和華盛頓州的新病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分析顯示
，上周亞利桑那州的陽性率為24％，佛羅里達州
為16％，內華達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
均為 15％。在全國范圍內，新的 COVID-19 病
例連續四個星期上升。全國各地的州官員在新病
例中報告了同樣的趨勢：35歲以下的人們將不戴
口罩去參加酒吧，聚會和社交活動，被感染，然
後將這種疾病傳播給其他人。

美國流行病學家表示，各地倉促重啟經濟，
防控措施不到位，追踪、隔離密切接觸者存在問
題等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疫情暴發以來，美國
面臨疫情防控和經濟下行、失業率上升等多重困
境。自5月起，美國各州陸續“解封”，迎來密
集的“復工復產潮”，許多地區恢復了商場、酒
吧、海灘、訓練營、健身房和博物館等場地的運
營。各地重啟經濟進程太快，許多地區尚未做好
準備就倉促復工，未能遵循相關防控和隔離措施
，這是導致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一大重要原因。

鑑於病例數激增，佛羅里達州和德州已宣布暫停
重啟經濟計劃。此外，亞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
州、緬因州、內華達州等州州長也表示暫不會啟
動下一階段經濟重啟計劃。美國加大洛杉磯分校
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張作風認為部分美國民眾對
戴口罩有較大抵觸情緒，這是導致病例激增的另
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美國各界對是否應在公共
場所戴口罩仍存在爭議。美國副總統彭斯26日表
示，是否需要發布戴口罩的指導方案或相關要求
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決定。

5月底以來，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全美
範圍持續數日的抗議、騷亂和暴力衝突與近期病
例激增密切相關。示威人群密切接觸，無法保持
社交距離，使病毒傳播風險大大增加。年輕人聚
集示威或集會，很可能把病毒帶回家，造成家庭
的聚集性感染。近期新冠檢測陽性率正在快速上
升，這是追踪、隔離密切接觸者存在問題 ，不是
因為檢測量大所致，而是緣於感染數量增加。隨
著病例數持續攀升，包括亞利桑那州、得克薩斯
州、亞拉巴馬州在內的多地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
，重症監護室床位已達飽和。美國休斯敦貝勒醫
學院教授彼得•霍特茲指出，“美國沒有應對疫
情的國家計劃，沒有‘路線圖’來跟踪、模擬和
設計干預計劃”。數據顯示，近期美國西部和南
部地區疫情更為嚴重。新增病例中年輕人居多，
約半數為35歲以下群體。

美國新增新冠病例連創新高疫情惡化由三大因素引起
防護措施不足追踪隔離患者不夠及重啟經濟進程太快防護措施不足追踪隔離患者不夠及重啟經濟進程太快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在休士頓多數社團贊成ACOH 為陳處長主辦的“歡送榮升茶會
”將於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因為COVID -19 關係，每社
團只限兩名代表參加茶會，並請遵循COVID -19 規則。及請預告準備有禮物及紀念品。

全僑歡送陳處長榮升St. Lucia 大使榮升茶會
將於7月11日在僑教中心舉行 每社團限兩名代表參加

據衛生官員稱，與密歇根州一家酒吧重新開放後到訪的人群
有關的冠狀病毒病例已上升至85起。

英厄姆縣衛生局（Ingham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要求
在6月12日至20日之間訪問位於東蘭辛市密歇根州立大學以外
的Harper's Restaurant＆Brewpub的任何人進行自我隔離，為期兩
週。截至週六，在這些日期之間訪問酒吧或與確診冠狀病毒陽性
的人有85人接觸。

當英厄姆縣衛生部於6月23日宣布暴發時，有14人去了該
酒吧酒吧喝酒玩樂，測試結果呈陽性。 該部門表示，第二天，
有34人檢測為陽性。那時，所有測試陽性的人都在18到23歲之
間。沒有人住院，而且大多數人症狀較輕。 四個無症狀。衛生
部門要求去過酒吧的每個人，甚至是測試結果為陰性的人，都要
進行自我隔離14天，“自我監測症狀並與其他家庭成員（如室
友）保持距離。”

英厄姆縣衛生官員Linda S. Vail說：“鑑於這次暴發的病例

數，我們認為這比通常去餐館或
酒吧的風險要高。可能還有更多
尚未被COVID-19感染的人被發
現。 我們需要在曝光期間去過
Harper醫院的人們的幫助，以便
我們控制疫情。 我們需要每個人
都可以呆在家裡。”

底特律自由報報導，在 6 月
8 日重新開放後，哈珀的餐廳和
啤酒吧到了很多人。根據Harp-
er's和 Ingham County衛生署的說
法，該酒吧於6月22日自願關閉，以為其HVAC系統添加空氣淨
化裝置，並弄清楚如何使人們與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 衛生部
門的檢查人員發現，哈珀的做法是“遵循與員工，餐館容量和桌
子間距有關的適當安全程序”。哈珀（Harper's）的一份聲明說

，它已經以50％的產能重新開張，但是“對我們重新開張的特別
熱烈反應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佛羅里達州和德州州長周五關閉了他們的酒吧，以減緩這些
州冠狀病毒病例的迅速傳播。在周日，由於病例激增，加利福尼
亞州的七個縣被命令關閉酒吧。

至少85人與密州酒吧相關聯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佛州德州和加州的州長關閉酒吧以減緩冠狀病毒的迅速傳播

美國人民不喜歡戴口罩美國人民不喜歡戴口罩，，他們沒有保持社交距離他們沒有保持社交距離，，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被感染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被感染。。

美國人民喜歡在沙灘上聚會美國人民喜歡在沙灘上聚會，，特別是在重新開放之後特別是在重新開放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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