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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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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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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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物流
e鍵加速

近年來，以新壹代信息技術為支撐

的智慧物流在我國蓬勃發展。運作管理

更高效，貨物運輸更便捷，智慧物流為

物流業轉型升級開啟了無限可能。如何

建設以“互聯網+物流”為特征的智慧

物流產業鏈？智慧物流給企業和百姓帶

來哪些便利？

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的運興運輸

有限公司業務大廳，大屏幕上實時跳

動著上千輛貨車的行駛狀況和行車軌

跡；廣東省化州市新安鎮，穿梭機器

人通過智慧物流快線將包裹從鎮級基

站運送到村；蘇寧南京雨花物流基地

，自動化商品揀選效率最高可達到

1200 件/小時，相比人工揀選效率提

升了10倍……

從城市到鄉村，從分揀到運輸，以

“互聯網+物流”為特征的智慧物流建

設正加快推進，在整個產業鏈引發變革

。智慧物流將如何降低社會物流成本、

推動物流業提質增效？

平臺數字化
1096輛貨車行駛軌跡壹目了然，人

車貨精準對接
“目前在外運輸貨車 1096 輛，暫

時熄火貨車580輛……”在運興運輸有

限公司業務大廳，實時更新的貨車運

行數據讓管理人員能夠隨時了解車輛

信息，及時指揮調度。“公司現有貨

車上千輛，想要實時了解所有車輛行

駛狀況，放在以前幾乎不可能。如今

通過‘互聯網+物流’，每輛車的行車

軌跡壹目了然。”公司董事長周昌紅

說道。

“手寫記錄、電話協調、現場派車

早已成為過去式了！”周昌紅告訴記者

，曾經車輛的運輸指揮調度主要靠人，

不僅耗時費力，還經常面臨貨車空載率

高、貨主托運物品效率低等問題。眼下

，從接單派車到運費結算，通過在線網

絡平臺就能順利完成。2014年起，公司

為車輛上線車載GPS定位系統，如今依

托第三方數據服務平臺，又打造了車輛

管理系統，“利用互聯網借力借智，管

理水平大為提高。”

數字化平臺不僅為公司管理提供

了方便，也給司機帶來了實惠。已經

在公司工作了5年的司機潘恩滿說，除

了公司的數字化平臺，還有許多第三

方平臺讓貨運過程更“智慧”。“發

車前我只需打開手機APP‘貨車幫’

，輸入出發地、目的地，以及車型等

關鍵詞，等待十幾分鐘時間，就能接

到客戶訂單。”從前最擔心的回程跑

空車問題得到了解決，潘恩滿收入也

比以前增加不少。

“數字賦能，讓‘人、車、貨’跑

得更快更精準。”提起物流信息化帶來

的實效，周昌紅說，“現在公司的車輛

空轉率已減少10%，發貨和到貨及時率

也提升至95%。”

目前臺州全市已有228家企業接入

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臺，還

有像“貨拉拉”“卡行天下”等物流

信息平臺企業進駐。“我們推進實施

‘互聯網+高效物流’，促使‘互聯

網+’背景下物流行業湧現更多新業

態和新模式。”臺州市交通運輸局二級

調研員黃新春說。

倉儲自動化
智能感知車輛靠近，全程自動分揀
司機張師傅駕駛著壹輛貨車，開往

蘇寧南京雨花物流基地無人倉。在車輛

定位系統和智慧園區的電子圍欄協助下

，當感知車程在20公裏範圍內時，庫內

相關程序被自動激活，無人倉相關訂單

的揀選、包裝、分揀等作業流程有序忙

碌起來。

分揀過程同樣全程自動化。每個

貨物上貼著的識別碼，如同隨身攜帶

的“呼叫機”。張師傅所需貨物接到

倉庫發出的“尋貨啟事”，壹個個

“搭乘”著傳送帶迅速來到集貨區，

由圓形的無人叉車運送。將貨物裝車

後，張師傅立刻在手機上進行了確

認：“貨已全”。

“從人找貨到貨找人，從射頻技術

到人工智能，倉儲變得越來越聰明。”

蘇寧科技集團物流研發中心總經理陳堅

介紹，眼下的智慧倉儲，更多體現在算

法優化帶來的便利。例如，來自各地的

貨物哪個放在裏側、怎樣安排揀選路線

時間最短、不同型號的包裝箱放幾樣東

西最合適……這些，都要依靠算法的疊

加和優化來實現。

智慧倉儲不僅能在大型倉儲場景發

揮作用，在江蘇徐州徐工智聯物流服務

有限公司，自動化存儲設備“智能微

庫”提供了中小型零部件自動化存儲解

決方案。

單臺智能微庫占地面積10.6平方米

，有效存儲面積卻達到210.8平方米，有

效儲位1043個；操作人員作業效率相比

普通倉庫可提高50%以上，單臺可節約

作業人力5名，年節約人工成本達40萬

元。“在倉儲入庫、上架、揀選、包

裝、發貨出庫全過程應用了條碼識別

技術，通過信息化系統與智能移動終端

的集成應用，實現了倉儲全過程無紙化

、移動化作業，每年可節約倉儲耗材成

本約35萬元。”公司總經理蔣大為告訴

記者。

近日，《江蘇省大力發展智慧物流

推進降本增效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出臺，明確將實施智慧物流城市試點、

物流園區智慧化改造試點、網絡貨運平

臺示範試點、關鍵物流技術突破試點

、智慧物流主體培育試點等五大重點

工程，進壹步發展智慧物流、推進降

本增效。

配送智能化
無人配送、智能快件箱、農村智運

快線便捷“最後壹公裏”
疫情防控期間，基於北鬥的京

東物流智能配送機器人，將各地送

達武漢的醫療物資快速送往醫院隔

離區。

自動躲避障礙、路口自主決策、

緊急情況人工接管……蘇寧物流5G無

人配送車功能不斷提升，常規平均運

營速度 8 公裏/小時，最快可達 15 公

裏/小時。

美團智能配送調度系統將消費者的

訂單指派給無人配送車，無人車在買菜

站點取貨後，自動行駛到社區的無接觸

配送點，智能技術助力全程無接觸配送

的實現。

近年來，物流“最後壹公裏”多

種末端服務運作模式不斷創新，無人

配送已成為末端服務發展趨勢之壹，

物流企業紛紛發力，推動無人配送提

速發展。

除此之外，智能快件箱也為末端投

遞提供了有效補充。據統計，2019年主

要城市布設智能快件箱已達40.6萬組，

新增13.4萬組，增幅接近50%，箱遞率

超10%。

而在農村地區，智慧物流讓農村配

送更便捷。在化州市新安鎮新塘村，壹

件件五花八門的包裹從穿梭機內魚貫

“吐”出，工作人員整理登記後，供村

民前來領取。另壹邊，穿梭機井然

“吃”下荔枝、龍眼、番石榴、蔬菜

等，把新鮮農產品運送出去。“自

從有了‘快線’，手機上接到訂單

後，馬上就上地裏采摘，然後交給

‘快線’打理，大大地節省了時間和

運費。”身為果農的村幹部鄭月明說

道。

鄭月明所說的“快線”，就是村

裏新建的壹條智慧物流運輸快線。據

介紹，這條“智運快線”包括基站、

低空索道、智能穿梭機（機器人）、

運輸箱、雲端調控系統以及收發貨裝

備，每車次設定載重 100 公斤，最高

時速60公裏，運送100公斤走100公裏

僅需3—5元電費，且可24小時運行。

通過在縣城近郊建設物流總倉，在鄉

鎮建設物流基站，在行政村與村口便

利店合作建立收發點，絕大部分商品

能 1小時內低成本暢行縣城與行政村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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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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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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川渝鄂再遭暴雨
重慶騰防洪庫容

上半年上半年271271人因災死亡失蹤人因災死亡失蹤 洪災佔洪災佔119119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海關總

署6日對外發布關於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監管
辦法的公告，明確對以牟利為目的從事代購等行
為實施相應處罰。

監管辦法規定，離島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海關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處理，且自海關作出處理決定
之日起，3年內不得享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並可依
照有關規定納入相關信用記錄：一，以牟利為目的為
他人購買免稅品或將所購免稅品在國內市場再次銷售
的；二，購買或者提取免稅品時，提供虛假身份證件
或旅行證件、使用不符合規定身份證件或旅行證件，
或者提供虛假離島信息的。

離島免稅商店如果存在將免稅品銷售給規定
範圍以外對象，超出規定的品種或者規定的限
量、限額銷售免稅品，出租、出讓、轉讓免稅商
店經營權等行為，海關將責令其整改，並可給予
警告。

對於在一個公曆年度內被海關警告超過3次
的，海關可暫停其從事離島免稅經營業務，暫停
時間最長不超過6個月；情節嚴重的，海關可以
撤銷離島免稅商店註冊登記。同時，離島免稅商
店還應當按照進口貨物補繳相應稅款。

為貫徹落實《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
案》，經中國國務院同意，財政部、海關總署、
稅務總局6月29日發布《關於海南離島旅客免稅
購物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確，自2020年7月1
日起，海南離島旅客每年每人免稅購物額度提高
至10萬元人民幣，不限次數。

海南離島免稅購物

代購牟利將被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報道）總投資
約178億元人民幣的海口美蘭國際機場二期擴建項
目，飛行區、T2航站樓及綜合交通工程等主體工程
於6日完工，為該項目年內通航奠定基礎。

據介紹，該項目是海南自貿港建設的重大標誌
性工程，於2016年9月份開工建設。海口美蘭國際
機場二期擴建項目對標世界一流機場，以自貿港人
員進出、運輸來往自由便利為目標。將新建最高等
級的4F飛行區，包括一條長3,600米的跑道，可起
降世界最大型號的客機A380。建成後，海口美蘭機
場將實現雙跑道運行，可保障最高年旅客吞吐量
4,500萬人次、年貨郵吞吐量60萬噸。其中，新建
T2航站樓面積約29.6萬平方米，着力提升國際航線
保障能力，為第五、第七航權落地提供條件，可保
障國際旅客年吞吐量達800萬人次至1,000萬人次。

海口美蘭機場二期擴建
料年內運營

據媒體報道，5日上午8時至6日上午8時的強降
雨導致阿壩、甘孜、涼山、瀘州等地不同程度

受災。截至6日下午4時20分，山洪泥石流災害共造
成農戶17戶57人受災，受災群眾53人已轉移安置，
3人確認死亡，1人失聯。災情發生後，小金縣第一
時間啟動二級防汛應急響應，應急、公安、消防、醫
療等相關部門派員趕赴一線開展救災工作。

重慶啟Ⅲ級應急響應
另外，近期重慶局部地區暴雨持續，部分河

流河水上漲。據監測，5日8時至6日8時，重慶彭
水、黔江、武隆、石柱等5個區縣出現暴雨。重慶
啟動洪水防禦Ⅲ級應急響應，針對長江重要支流
烏江增大的防汛壓力，提前開展相關水電站調
度，騰出防洪庫容。

此外，5日至6日，湖北共有26個縣市達到
暴雨及以上級別。武漢市24小時最大降雨量超
過250毫米。6日上午，強降雨持續，武漢全市
多處路段漬水。

部分河流水庫水位超警戒線
對此，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表示，此次

降雨過程與前期降雨過程，特別是6月26日到30日
的強降雨過程的降雨區域存在重疊，強降雨集中在
重慶、貴州、江淮、江漢、江南北部等地。由於前
期降雨強度較強，長江中下游地區特別要注意防範
強降水疊加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質災害、
城市內澇等次生災害。另外，受強降雨影響，部分
河流、中小型水庫水位較高，部分已出現超警戒線
水位的情況，疊加本輪強降水過程，可能對中小河
流、水庫造成進一步影響，需特別注意。

陳濤介紹，4日起，強降雨天氣開始影響中國
西南地區東部到長江中下游地區，重點影響重
慶、貴州、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未來

三天，預計上述地區累計雨量100毫米到300毫
米，局部可超過400毫米，湖北東部、安徽南部降
雨集中。

月中將迎新一輪降雨
11日至13日，中國還將迎來新一輪降雨過

程，影響地區主要為四川盆地東部、黃淮、華北
南部等地。

另據悉，今年上半年，全國自然災害以洪
澇、風雹、地質災害為主。應急管理部稱，上半

年各種自然災害共造成4,960.9萬人次受災，271
人死亡失蹤，直接經濟損失 812.4 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洪澇災害造成26個省（區、
市）1,770.7萬人次受災，119人死亡失蹤，直接
經濟損失393.1億元。多部門會商分析發現，今
年全國平均降水量和江河來水總體偏多，中小河
流洪水和局地山洪影響較大。共出現14次區域性
暴雨過程；主要江河來水總體偏多，19 個省
（區、市）309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其中45條
河流發生超保洪水，12條河流發生超歷史洪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進入7月份，四川、重慶、湖北等

多個省份連遭暴雨侵襲。其中，四川阿

壩州小金縣發生山洪泥石流災害，截至6

日下午4時20分已有3人死亡，1人失

聯。針對長江重要支流烏江增大的防汛

壓力，重慶提前開展相關水電站調度，

騰出防洪庫容。另據應急管理部介紹，

上半年因災死亡失蹤271人，其中119人

因洪災死亡失蹤。

■■1111日至日至1313日日，，中國還將迎來新中國還將迎來新
一輪降雨過程一輪降雨過程。。圖為圖為66日日，，工作人工作人
員在武漢龍王廟觀察水情員在武漢龍王廟觀察水情。。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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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甦快 A股大翻身
滬指暴升5.7% 兩市成交1.57萬億

■滬指6日接連攻破3,200和3,300點關口，登上兩年半
來高位。 法新社

■■中國經濟復甦的其中一個中國經濟復甦的其中一個
原因是房地產處於趕工原因是房地產處於趕工

周期中周期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6月PMI連續
四個月高於榮枯線。 法新社

證金公司日前修改相關業務規則，取消證券公
司轉融通業務保證金提取比例限制。由於轉

融通業務包含轉融資業務和轉融券業務，此舉可
極大緩解證券公司開展兩融業務時，資金和證券
來源的壓力，擴大市場上融資融券餘額的規模。

券商板塊飆 茅台再破頂
近期已呈爆發之勢的券商股更是如虎添翼，

有“牛市發動機”之稱的券商板塊大幅高開近
4%，其餘板塊紛紛跟進，尤以保險、金融板塊最
為神勇，半導體為主的科技板塊亦表現強勢。滬
綜指開市漲1.11%，報3,187點，不足1分鐘升破
3,200點，午後再下一城突破3,300點，全日呈單
邊上揚，收報3,332點，升5.71%，較近期低點3
月23日收市點位2,660點，滬指已反彈25%，進
入技術性牛市。深成指升4.09%；創業板指升
2.72%。
6日兩市共成交1.57萬億元，較上周五再放量

逾三成，僅次於2015年牛市頂點的數據，創下五年
新高。北向資金淨流入164億元。保險、銀行、券
商板塊均飆漲逾9%。新華保險、中國人壽漲停；銀
行板塊更是有24股掀起漲停潮，四大行中，建行、
工行漲8%，農行、中行漲約7%；券商板塊中，有

多達23隻券商股漲停。貴州茅台大漲近4%，股價
再創新高，收市報1,600元，市值突破2萬億元。

交易量瞬間大增，甚至擠爆了交易系統。有
媒體稱，早盤多家券商交易系統出現短暫卡頓、
無法登陸或者銀證轉賬卡頓、無法顯示盈虧持倉
等數據，上午有部分券商IT部門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系統擴容問題。

股民爭入市 擠爆交易系統
牛市吹響集結號，股民蜂擁入市盛況重現。

券商龍頭中信證券App開戶功能，6日排起了近
500人等待視頻見證的“長隊”。一名網友在朋
友圈曝光的一張截圖顯示，其之前有474人在排
隊等待視頻見證，預計需要等待約56分鐘。

專家：慎防海外疫情惡化
東北證券預計，滬綜指年內可上看3,800

點，目前開始已經進入牛市第一階段，其中科技
和消費將是貫穿此輪牛市的主線。

財信研究院副院長伍超明分析，整體來看A
股屬於結構性牛市行情，如果海外疫情能得到有
效控制，第二波疫情不大規模爆發，滬綜指有望
衝擊3,500至4,000點。但他同時提醒投資者需留
意海外疫情還在蔓延惡化，對全球經濟持續修復
構成最大不確定性；國內經濟雖有韌性，但復甦
力度仍整體偏弱，令A股基本面“地基”不夠
牢，且貨幣政策寬鬆力度已邊際放緩，流動性
“大水漫灌”不可期。
截至6日收市，A股總市值已破10萬億美

元。據中金公司最新報告，中國資本市場正在經
歷新的大發展階段，估計未來5至10年，中國證
券化率將從當前的60%左右，提升至不同國際市
場分布的中位數100%附近；同時股市總市值相
比當前，可能有翻倍的空間。

憧憬經濟恢復加快、加上資金面和政策面多重提振下，A股6日開啟“瘋牛”模式。

滬綜指暴漲5.71%，日內接續攻破3,200點和3,300點整數關口，登上3,332點的兩年半

高位，進入技術性牛市。兩市交投極為火爆，突破1.5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連累

券商交易軟件都一度宕機。A股總市值也破10萬億美元，創下2015年6月以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上證綜指從上月底低位升13%

6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經濟復甦向好快於預期，先行指
標和高頻數據顯示，6月製造業和服務業生
產與需求同步擴張，市場機構普遍預計二
季度經濟大概率恢復正增長。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6月製造業採

購經理指數（PMI）連續四個月高於榮枯
線，當月財新製造業PMI升至年內高點，
財新服務業PMI更創出十年新高報55.7。

從高頻數據看，6月上旬全國全口徑
發電量同比增長約9.1%，5月為4.3%，其
中11個省級電網發電量增速高於10%，主
要分布在華東、華中和西南地區；高爐開
工率保持在70%以上高位運行，接近去年
同期水平；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
加快回升，商品房銷售面積、乘用車零售
銷量繼續環比回升。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認為，

當前生產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水平，經濟
復甦的核心動力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房
地產處於一個趕工周期中，疫情耽誤了一
個季度，現需趕工來推進項目；二是今年
的基調是穩增長，而基建是主要抓手，隨
着專項債大規模發行，5月金融機構新增財
政存款大幅增至13,100億元人民幣，地方
政府獲得資金將加快建設；第三，外需比
想像中的好，海外嚴重的疫情主要集中在
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出口影響較弱，美國
疫情雖二次爆發，但仍在推進復工，同時
全球線上辦公需求和防疫需求激增，出口
份額向最先復工復產的中國轉移，都有助
於穩定外需。
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隨

着整體經濟活動逐步恢復常態，二季度實際GDP可
能從一季度的同比下跌6.8%轉為同比增長0.6%，其
中消費和出口同比降幅有望大幅收窄，名義投資增
速、工業增加值、房地產銷售由下跌轉為增長。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及北亞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
也預測，6月消費增速有望轉正，支撐二季度中國經
濟增速達到3%左右。但外需恢復緩慢、就業壓力較
大，制約下半年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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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7月6日﹐美
國移民局宣布重磅消息﹐指出若學校在
今年秋季全部實施網課教學的話﹐留學
生就必須離境﹒此外﹐如果學校只進行
網課教學﹐移民局也不會核發學生簽證
給尚在境外即將赴美求學學生﹐無疑是
對留學生族群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美國移民局在新聞發布中表示﹐持非移
民F-1和M-1簽證的國際學生﹐如果秋
季學校將全面進行線上授課﹐則不能留
在美國﹑或合法進入美國﹐如果學生希望
待在美國﹐就應該轉學至有開放實體教
學的學校﹐才能「保持合法身份」﹒如果
該校支援線上﹑實體兩方面的授課﹐校方
就必須證明學生選的課是實體課程﹒移
民局指出﹐若是僅上網課而留在美國的
學生﹐可能會面臨遣返等問題﹒

面對疫情的不確
定性﹐全美各大
學一直在商討秋
季如何安全地重
新開放﹒而另一
方面﹐總統川普
則一直在敦促各
大學在秋季學期
重開校園﹒這項
聲明一出﹐激起
了許多學生﹑師

長的轉發與反彈﹒在加州大學讀書的本
科生Louis表示﹐最近正準備要與房東續
合約﹐但如今面對這向新規定﹐學校也仍
未確定是否全面網課﹐導致他現在騎虎
難下﹒

休斯頓大學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黎韻孜
過去受訪指出﹐面對秋季學期即將開始﹐
她表示休斯頓大學目前正在成立專案小
組﹐研討是否復課方案﹐目前有叁個模式
﹕第一﹐教師在教室進行現場直播﹐學生
可以選擇要線上聽課﹑或是前往現場﹒
第二﹐繼續同步遠程線上授課模式﹒第
叁﹐將課程全面改成非同步﹑預錄的形式

﹒目前尚未有定論﹐但不論是師生都對
未來的走向非常關切﹒
疫情之下中美關係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川普在六月底出擡了一系列限制工作簽
證的命令﹐前陣子中國留學生也經常被
視為標靶﹒對此﹐黎韻孜表示﹐自己身為
移民同樣十分緊張﹐川普取消了境外

H1B﹑J1簽證的申請﹐對許多境外教學人
員﹑訪問學者﹐都造成很大影響﹐短期計
畫都遭到打亂﹒根據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針對1500個本科生的研究﹐有4成的學
生失去了就業和實習機會﹒
她認為﹐這些禁令對華人學生﹑研究生打
擊非常大﹐對
於招募﹑招生
都出現許多
影響﹐比如說
﹐許多即將入
學的人都出
現簽證批不
下來的狀況﹐
但中國留學
生所繳交的
學費﹐往往佔
了高教收入
來源的一大
部分﹒另外﹐
對於有些目

前回國的在學學生﹐若因疫情無法回美
國﹑但又有簽證上的問題急需處理時﹐身
心可謂是飽受煎熬﹒
對此﹐達拉斯資深移民律師田方中也分
析﹐這項新規對於美國政府而言﹐只是一
種政治籌碼﹐中美兩國之間的較勁﹐一路
從疫情﹑經濟﹑移民﹑到如今成了一種意
識形態上的敵對﹐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不
只是中國學生﹐全部範圍內的美國留學
生都成了犧牲品﹒
網上也發布了聯署聲明﹐力籲要撤回這
項決定﹐基於以下原因﹕第一﹐國際學生
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約410億美元﹔第
二﹕美國大學和研究計劃要依靠國際學
生的收入來生存﹔第叁﹕STEM公司蓬勃
發展﹐依賴全球人才﹒如此一來﹐對於高
教﹑高科技產業將是一大打擊﹒目前該
份連署短短一天內就已經突破4萬人簽
署﹒對此﹐田方中表示﹐連署的效用不見
得很大﹐因為在政治操弄下﹐往往很難真
正聆聽民眾的訴求﹐但仍然可以做為一
種努力與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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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止 到 週
二上午, 大休斯
敦地區病毒感
染 人 數 59252
人, 681 人死亡,
21488 人 痊 癒.
德州感染人數
200557 人 ，
2655人死亡。

以 下 是 其
他當地新聞

7 月 16 日
，德州將在休
斯頓舉辦德州
共和黨大會，
市長特納希望
共和黨取消這
次的聚會，同
時也表示，這場6000人的聚會將成
為疫情傳染的重要渠道。

德州勞工局表示，自從今天三
月份疫情以來，德州勞工局發現，
為46000德州人發放的失業救濟金出
現了過多支付的情況，勞工局正在

收回這些多出的金額，這筆金額預
計有3200萬美元。

由於德州出現病毒感染人數大
幅度增長，美軍醫療機構已經派至
聖安東尼奧來幫助德州醫療機構緩
解疫情。德州已經成為此次疫情的
重災區。

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奇再就
新冠肺炎疫情發出警告，稱美國當
前的疫情暴發“真的不妙”，而新
增病例和住院人數的上升也令人震
驚。

綜合美國廣播公司及《國會山
報》6 日報道，福奇當天在與美國
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主任弗朗
西斯的連線中指出，美國每天單日
新增病例數已攀升至近 5 萬例的水
平，這與某些州和城市過於積極地
重啓經濟存在聯繫。而在最近的疫

情 暴 發 前 ，
美 國 根 本 就
沒 有 將 國 內
的 新 冠 肺 炎

疫情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我
們仍然深陷第一波疫情之中”，福
奇說。

福奇在談話中也將美國與在最
初疫情暴發後更好控制病毒的歐洲
進行了比較。“如果你把歐洲、歐
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會看到其
（病例數）上升後下降到了基準線
的水平。現在，歐洲在嘗試重新開
放時只有小幅度的病例數波動 。但
美國的病例數上升後從未下降到基

準線，現在病例數又上升了，因此
這是一個嚴重的情況，我們必須立
即解決。”

美媒注意到，福奇的發言與白
宮新聞祕書麥克納尼的言論形成鮮
明對比。麥克納尼在 6 日曾聲稱
“我認為全世界都將美國視為應對
疫情的領導者”，而她給出的理由
是“美國的死亡率比歐洲低”。

隨着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感
染新冠肺炎，福奇也勸告他們不要
認為自己是“無敵”的，並指出所
有人都應該勤洗手、避免扎堆、保
持距離，並在不可能保持距離的情
況下戴口罩。

福奇再就新冠肺炎疫福奇再就新冠肺炎疫情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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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頁

人生就像是一首动人的诗歌，赞

颂着世间万物，也赞颂着自己，将

生活中的起起伏伏融入字字句句中

。

人到四十，人生已走过一半的路

途，半辈子，没有为自己活过。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

到四十，已经步入了中年，这时会

突然对人生有所醒悟，也会有不一

样的心境。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现如今

面对这世间的人情世故，反倒会慢

慢看淡了，曾经执著的事情，也许

慢慢看开了。

人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容易，前半

生付出了自己一腔热血，从来没有

为自己考虑过，活得实属卑微。

细细想来自己走过的路为自己付

出的时间，真是少之又少，大部分

都是牺牲自己，来赢得别人的感动

。

为了事业为了家庭劳累了自己，

成就了别人，等到四十岁留给自己

的，或许只有一身病痛和满心的遗

憾。

人过四十，过去既往不咎

一开始，每个人的心气都很高，

为了想在这个社会上拼出一片属于

自己的天地，给自己背上了许多责

任，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自己内心

是否真正的快乐，很多人回忆自己

的前半生基本都是奉献给孩子和父

母，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为自己考

虑些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不需

要为了什么去讨好别人，当卑微成

了一种习惯，自己的背就永远直不

起来了。

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苦

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

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未来发

生的事情，上天自有注定，然而面

对世俗的污浊，内心更应该保持自

有的清澈。

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

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为之付出

努力。上天赐予我们宝贵的生命，

不是让我们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做

人生的主角才对得起自己。

尼采曾经说过：“每一个不曾起

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一

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

受任何种生活。”

人应该一直往前看，不能总是回

头沉迷过去无法自拔，无论之前是

好是坏都已往事随风。只要活着每

一刻都可以重新开始

，每一天都是新的起

点。

生活中不可避免会

遇到各种束缚，但人

到中年就要活成自己

想要的模样，而不是

一直活在别人的定义

里。

过去的事情既往不

咎，学会放下才能以

更好的状态迎接未来

。以前为别人付出所

有没有为自己活过，

现在应该及时止损，

人这一生一定要遵循

自己的内心为自己活

一次。

从此爱惜自己，在

乎自己的健康

年轻的时候总是不

断地消耗自己的精力

去追逐自己想要的，

不知不觉就拖垮了自

己的身体，殊不知只

有自己的健康得到保

障，才有对未来做出

选择的权利。

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不是腰缠万贯，而是

健康一直相伴，有更

多的时间和机会陪伴

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

三岛由纪夫说过：“人生只有这

么一回，为何不多加珍惜短暂无偿

的身躯与锻炼雕琢呢？”

无论人的欲望有多么的强大，但

终究只有一副凡人的身躯，能承载

的东西也就那么多，岁月的摧残会

让我们无还手之力。

好的体格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拥有

的，需要长期的锻炼以及保持良好

的心态。人到四十，就不要再为其

他事情操劳了，好好爱惜自己的身

体才最重要。

要开始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不

要用熬夜来换取自己的工作效率；

远离大吃大喝的聚会，给身体减轻

一些负担；或者拟一个健身计划，

循序渐进唤醒身体的活力。

没有谁能保证现在陪在自己身边

的人，将来依旧在自己身边，人生

这条路注定最后是自己走完的，冷

暖自知，没有人能帮自己承担内心

的苦楚。

人过四十，从此取悦自己

人到四十岁，家庭也趋于稳定，

儿女也开始独立了，可以试着放手

，不要让自己那么劳累了，学会取

悦自己，享受生活。

这并不是意味着用金钱满足自己

的生活欲望，或者是浑浑噩噩任时

光流走，而是要做人做事都从心出

发，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陶渊明在二十岁的时候，为了谋

生路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在那个

老庄盛行的年代，他受到了道家思

想的熏陶，内心非常喜欢自然。

他曾写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

风规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矛盾：

“既放不下仕途，又渴望田园生活

。但是最后陶渊明还是选择了辞官

归隐，只因他知道自己真正向往的

是什么。”

生活不断向前，错过了的就无法

再挽回，而失去了的亦不要再留恋

，把握住眼下的大好时光，遵从内

心的真实想法。

生活是千滋百味的，当我们取悦

了自己，内心就永远都是甜的。当

选择了自己最舒适的生活，内心收

获得充实，幸福感也会油然而生。

人过四十，从此只深爱自己。

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而中

年人的世界是更不容易的，他们上

有老下有小，肩上背负的责任和压

力更加巨大，为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辛苦了大半辈子，幸福和快乐都

是别人的，留给自己的只有辛苦。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好

好呵护自己飘零疲惫的心。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时候，但是

每一个人生阶段自己所看到的世界

都是不一样的。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宝贵的财富，以后的日子要更

加懂得爱自己。

人到四十，即使是要老去，也要

以自己最好的状态优雅地老去。

时间退去了年少轻狂，让人变得

更加成熟稳重，余生，要把注意力

放到自己身上，从此只深爱自己。

人过四十，从此取悦自己，深爱自己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可能搭檔之一、亞特蘭大市長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喬·拜登的可能副總統搭檔之一、亞特蘭大市長凱
沙·蘭斯·波圖姆斯（Keisha Lance Bottoms）周一表示
，她對Covid-19的測試為陽性。

市長在推特上說：“ COVID-19實際上已經擊中
了我家。我沒有任何症狀，但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
”

市長告訴CNN的主播克裏斯·庫莫，因為她的丈
夫自從上星期四以來睡得比平常多，他們決定接受檢
查，在美國東部時間周一（7月6日）下午6點她收到
了一條消息，說她和她的丈夫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

她說：“我仍然感到震驚，因為我不知道我們如
何暴露在外面。” 她最初認為丈夫的症狀以及輕度頭
痛和幹咳的症狀是由于過敏引起的。”

當今年春天自己染上這種病毒的CNN主播庫莫
問她的丈夫是否發燒時，她說他有99度的低度發燒，
但是他正在經曆“庫莫夢”，這是這位主播在感染期
間說出的發燒的幻覺。

波圖姆斯的四個孩子中的一個也測試為陽性，另
一個測試為陰性。她的所有四個孩子都患有哮喘病。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說，哮喘是一種既往病，可
能會使Covid-19症狀惡化。

市長補充說，她的診斷突出了這種病毒的高度傳
染性。

她說：“這很可怕。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認為應
該做的所有事情，而且我認為我們仍然要進行積極測
試，這確實說明了這種病毒的傳播有多麽容易，顯然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對此免疫。”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美國各地的冠
狀病毒病例一直在穩步增長，周一美國冠狀病毒的病
例總數超過290萬，有超過13萬人死亡。

波圖姆斯認為，在種族歧視使該國動蕩和遏制冠
狀病毒的鬥爭中，她已成為舉世矚目的市長。最近幾
周，她在婦女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被認為是總統候選
人拜登的有力競選夥伴。

美國CNN上月末報道說，亞特蘭大市長波圖姆
斯、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卡馬拉·哈裏斯、馬薩諸塞
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和佛羅裏達州衆議員瓦爾·戴
明斯是四大主要副總統候選人。

波圖姆斯陷入成為拜登的競選夥伴的困境。
當CNN的傑克·塔珀（Jake Tapper）上個月問波

圖姆斯是否准備擔任副總統時，她直言不諱地說：
“是。”

她在6月下旬接受采訪時說：“現在全國各地還
沒有這麽多市長和這麽多州長與Covid-19打交道的手
冊，現在還看到全國各地的示威遊行。 ” “我認為
對危機的反應是，沒有多少人像過去幾個月來美國領導人受到過
同樣方式的考驗。”

但被問到周一她的診斷會如何影響她管理城市的工作時，波

圖姆斯說她仍然致力于亞特蘭大。
她說：“我是市長，但我也是媽媽和妻子，所以我必

須全神貫注于這到底意味著什麽，以及如何保護我所有的孩子的
安全。”（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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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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節目介紹

6/29/2020 -7/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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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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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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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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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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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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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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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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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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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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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重播)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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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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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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
Connell）表示支持在下一輪政府冠狀
病毒救助中增加刺激性支出，特別是針
對低收入美國人。週一在肯塔基州的公
開露面時，麥康奈爾說直接支付“很可
能”是下一輪刺激計劃的一部分。

麥康奈爾說：“我認為受打擊最嚴
重的人是年收入約40,000美元或以下的
人，其中許多人從事旅館酒店和餐廳業
務。” “正如大家所知，旅館酒店和
餐廳業務陷入了困境; 旅館，飯店-因
此很可能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根據3
月份頒布的 CARES 法案，截至 5 月 31
日，美國政府已向超過1.6億美國人發
送了27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支票。

收入不超過$ 75,000 的單身成年人
有資格獲得完整 $1200支票，而收入在
$ 75,001到$ 99,000之間的單身成年人則
可以使用支票減少。 收入不超過$ 150,
000 的已婚夫婦至少獲得了$ 2,400，而
收入在$ 150,001到$ 198,000之間的夫婦

也收到了減少的支票。 17 歲以下兒童
的父母每個孩子可獲得額外的$ 500。
在一些共和黨人討論另一波直接付款的
範圍和規模之際，麥康奈爾發表了評論
。

上週，唐納德•川普總統表示，在
福克斯商業新聞的要求下，他支持另一
輪直接支付給美國人的發放。川普總統
很高興地宣布，第二輪政府冠狀病毒救
助付款即將到來，以幫助美國家庭。
“我保證 我支持刺激性支出，但必須
正確完成。”他說。 “而且我支持的
人數實際上比民主黨更多。” 此外，
財 政 部 長 史 蒂 文 •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上週對記者說：“由於第一
輪工作非常順利，我們將認真考慮是否
需要進行更多直接付款。”

這項價值3萬億美元的《英雄法案
》（HEROES Act）於 5 月獲得通過，
並在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中獲得通過，
提議向個人直接支付 1200 美元，每戶
最多支付 6,000 美元。目前，國會休會

兩週，國會將於 7 月
20日重新召開會議，
屆時議員可能會繼續
討論下一階段刺激計
劃的範圍。麥康奈爾
說: 我認為我們會再
次做些事情。 我認
為該國需要進一步加
強協調與合作。

財政部長史蒂文
•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發表聲明
，確認其打算將預付
借記卡用於直接刺激
支付。努欽在周一的
聲明中說：“財政部
和國稅局一直在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國
家庭發放經濟影響付款。” “預付借
記卡安全，易於使用，使我們能夠迅速
為美國人交付錢款。 收件人可以立即
安全地激活和使用卡。”

參議院麥康奈爾支持下一輪冠狀病毒刺激支票的發放
3萬億美元的《英雄法案》於5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提議向個人直接支付1200美元每戶最多付6,000美元

(休士頓, Texas 州）-– 隨著 2020 年 7 月初選的提期投票期
的最後一周開始，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報告創紀錄的郵寄
投票人數。在提期投票的第一周，共有 79,818 名選民進行了投
票。其中有 65％的人通過郵遞投票。在三月份的同一時期，有
39％的人通過郵遞投票。

由於選擇不親自投票的 65 歲及 65 歲以上的選民激增，郵遞
選票的數量有所增加。基於 6月初選民對 COVID-19 的擔憂，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主動向本縣所有 65 歲以上的註冊選民發送
了郵遞投票申請表格。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說，如果您收到了郵遞
選票，我鼓勵您勾選您的選項並儘快將其寄回選務辦公室。無法
通過郵遞投票的選民應該盡量利用提期投票的最後幾天”。

“我們鼓勵所有有資格投票的選民發表自己的聲音
來參與我們的民主。在“提期投票”的第一周，我親自
訪問了所有 57 個提期投票所，以確保所有投票所都遵
守安全規程，並感謝選務人員為確保選民安全所做的一
切。 ”

所有投票所均已設置以允許社交安全距離， 向選
務人員提供了個人防護設備，包括手套，口罩和防護罩。所有投
票站都設有消毒站，為選民提供了指套，供投票時使用。並為沒
有自己準備口罩的選民提供口罩。

行政書記官 Hollins 參觀了 Harris 縣境內的所有 57 個提期投
票所，包括 Texas 州南方大學，他並於 7 月 2 日星期四在該投票
所投票。

提期投票將於 7 月 10 日（星期五）結束。 7 月 10 日，所
有投票中心將開放至晚上 10 點，以允許有家庭和工作繁忙的選
民投票，以便自己的意見有被聽到的時候。您可以訪問Harris-
Votes.com/WaitTimes，查詢離您最近的投票地點以及投票等待時
間。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信息，並在 Twitter，Face-
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HarrisVotes。

在在 77 月月 1414 日決選之前日決選之前 創紀錄的郵寄投票人數創紀錄的郵寄投票人數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親自訪問了所有縣行政書記官親自訪問了所有 5757 個提前投票地點個提前投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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