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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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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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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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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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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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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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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關注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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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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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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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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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6月26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由美南特約主持人付繼群和Tina為大家帶來的科
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科技與生活》

由美南大家帶來的科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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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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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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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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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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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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

A股市場近日節節上揚，各界均認為時隔五年的牛市正式啟動，吸引大量

財氣人氣。眾多基金公司乘着這波牛氣紛紛推出股票基金，引來投資者競相搶

購。匯添富基金額度為5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基金原本銷售時間為5天，結

果半天即告售罄；記者從全國大型基金博時、南方兩家基金公司獲悉，他們均

在計劃推出新的基金，有的一兩周後便開始募集，以幫助投資者搭上牛市這一

快車。股市大升，散戶也聞風而動，有七十歲老伯不甘後人，準備百萬元資金

買股票。

迎A股大時代 散戶爭入市
500億元股票基金半日售罄 七旬翁擬百萬買股

■逾70歲老伯看到牛市來
臨，向證券公司查詢開戶的
有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雖然券商、銀行等大金融板塊有所降
溫，但因電子煙、免稅等概念板塊重新活
躍，7日滬深三大指數仍強勢收紅，其中創
業板指飆2.44%；深成指升1.72%，收回
13,000點關口；滬綜指盤中兩度衝上3,400
點均得而復失，最終上揚0.37%，連升 6
日。市場人氣依然爆棚，兩市成交1.7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續創五年新高，外資
仍在堅定加倉，北向資金淨流入近120億
元。

滬指6連升 一度重上3400
7月6日晚的《新聞聯播》報道A股，

援引專家觀點稱，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與
防控成績，是中國經濟復甦和股市上漲的
最大動能。受到官媒肯定的A股承接亢奮
行情，滬綜指開市漲 1.44%，報 3,380
點，之後快速躍居3,400點以上，升幅逾
2%。不過在突破3,400點後，獲利盤湧
出，打壓股指向下，惟直線插水後又觸底
勁彈，一日內數次來回，多空爭奪激烈。
金融板塊萎靡，股指上衝動力不足，滬指
盤中兩次收復3,400點，均戰果不保，午
後第二次復失後，大盤整體呈震盪向下。
因資金流入概念板塊，深市表現更佳，深
成指、創業板指最多均曾升4%。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45點，漲12
點或0.37%；深成指報13,163點，漲222
點或1.72%；創業板指報2,591點，漲61
點或2.44%。兩市全天成交額達1.74萬億
元，較周一放量逾一成，其中僅深市成交
就錄得9,462億元，滬市7,936億元。

白馬股貴州茅台盤中幾近觸及漲停，
股價突破1,700元大關，高見1,744.82元，
收盤回調至1,688元，漲幅5.5%。券商股
下挫近2%，銀行板塊跌逾1%。電子煙板
塊漲超9%，退稅商店概念漲7%。

高盛：A股季內可再上15%
高盛7日天的報告預計，A股未來1至

3 個月由流動性驅動的上行空間可達
15%，並將滬深300指數的12個月目標點
位從4,100點上調至4,600點。該行認為，
過去幾個月通過貨幣工具及信貸政策緩解
了金融狀況、企業盈利有改善趨勢、股票
估值不高、散戶參與增加等均有利股市上
揚。

瑞銀證券中國股票策略團隊稱，7月
初銀行間市場回購利率有所回落，流動性
狀況的好轉一定程度上得益於財政放款的
加快，但本月中的稅款上繳以及特別國債
的密集發行，仍有可能給資金面帶來一定
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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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昔日的牛市中，
經常投資者在證券行
大排長龍等開戶，現
在普遍流行網上開
戶。不過7日在深圳國
信證券泰然九路營業
部，仍然有不少人。
記者所見，他們中有
開戶的、有多年未交
易忘記密碼的、有進行信息更新的，也有辦理融資融
券業務和開通投資科創板、創業板等業務的。

一位年約七十多歲的老伯，因為多年沒有投資
和交易，忘記了賬戶和密碼，他又不懂手機開戶操
作和流程，特地前來辦理業務。“看到難得的牛市
機會來了，就前來辦理恢復交易的業務。”老人
稱，他準備了近100萬元(人民幣)入市，將聽取理財
顧問建議後購買一些優質個股。談到投資風險時，
他表示，目前是牛市啟動階段，風險不大，可以穩
定獲得一些收益。不過，他也坦言，自己對市場研
究不多，主要看券商和朋友推薦。

■■ 看到牛市來臨看到牛市來臨，，許多投資者在國信辦理開戶和融許多投資者在國信辦理開戶和融
資融券等業務資融券等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攝

匯添富中盤價值精選混合基金於7月6-10日
募集發售，共計5天。不過由於因投資者

看好牛市前景而反應熱烈，發售當日僅半天時
間，500億額度即告售罄。內地市場的瘋狂由
投資者對股票基金的追捧可見一斑。

據悉，匯添富基金本來未有計劃配售，但
6日晚上還是決定配售40%，預計共計募集資
金約750億元。一位該基金銷售人士稱，之前
他們還擔心募集效果不好，但現在卻感覺市場
不冷靜，導致規模太大。負責公募基金渠道銷
售的劉先生坦言，現在A股牛市味道越來越
濃，投資者很瘋狂，而該基金募集結束後，仍
有3個月的建倉期，現在並不知道A股這波上
漲持續多久，有可能基金建倉時處於高位，未
來淨值出現回撤的現象。

記者7日在國信證券泰然九路營業部採訪
時，其理財顧問胡小姐向記者推薦，稱國信
持股50%的鵬華基金，7月8日會新推的產品
鵬華匠心精選，很值得投資。該基金額度為
300億元，由獲得金牛獎的基金經理王宗合管
理，胡小姐指其對消費主題有深入研究，將
掘金A+H股。

眾多股票基金趕在路上
胡小姐提供的該產品宣傳冊稱，王宗合去

年管理的鵬華養老產業、鵬華產業精選、鵬華
消費優選分別錄得了 82.25%、 83.47%和
76.46%的收益。又指目前A股、H股位於全球
相對低位，或是難得的黃金窗口期，而該產品
將有60%-95%的股票倉位投資。

另外，內地基金龍頭公司博時、華夏和南
方都準備推出新的基金產品。博時基金有關人

士表示，公司正在發行一隻固定收益 + 策略的
產品，表現較穩健，而覆蓋股票的權益類基金
約一兩周後發售；南方基金相關人士稱，南方
核心成長混合基金將在13日對外發售，投資標
的包括高端製造、TMT科技應用、芯片和醫藥
消費等，將由南方基金權益投資部董事羅安安
管理，其2015年7月管理南方優選價值基金，
成立以來漲幅為416.6%。華夏基金人士稱，近
兩周沒有新基金銷售，不過，公司開發的芯片
ETF等指數基金交投十分活躍。

目前基金正成為此輪A股牛市的重要動
力，記者從深圳一大型基金獲悉，僅今年上半
年，內地新成立基金份額高達 10,648.36 億
份，創出歷年以來上半年的第二新高。去年全
年內地新基金成立份額為14,265.36億份，按
目前趨勢，今年下半年A股基金發行將加速，
受牛市的吸引，市場銷售將比上半年更加火
爆，今年也將成為近十年來基金銷售最火的一
年。

券商紛推投資錦囊吸客
大市上升，券商紛紛向投資者推出投資錦

囊。國信理財顧問胡小姐向記者推薦公司的金
股寶，稱可提供大盤實時策略推送、重大政策
詳細解讀、金股組合持續跟蹤等服務，並稱金
股寶多個月前向客戶推薦的紫光國微，近五個
交易日已出現五個連續漲停板。專職股票投資
的于先生數個月前花近萬元購買了一機構的股
市投資分析賬戶，他說進入後可以看到許多公
司的研究報告、交易數據和個股推薦等，通過
它獲得信息再作深入分析作投資，獲得了不錯
的收益。

退休人士落場
搶牛市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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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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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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師生必看家長師生必看家長師生必看家長師生必看﹗﹗﹗﹗德州教育局為德州教育局為德州教育局為德州教育局為「「「「學校復課學校復課學校復課學校復課」」」」宣布了這系列方針宣布了這系列方針宣布了這系列方針宣布了這系列方針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面對疫情居
高不下﹐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於7日宣布﹐要求中小學區8月
份必須政長開學﹒此外﹐還針對即將到
來的學年﹐宣布了重返校園的學生的新
冠病毒安全準則﹒這些指南包括了每位
師生在學校事內空間﹑視聽教室都必須
配戴口罩﹒
根據德州教育局﹐家長可以在秋季學期
開始﹑或是任何時段起﹐為孩子選擇遠程

學習﹐但前提是選擇遠程學習的父母﹐可
能會被要求要一起進行遠程陪學培訓﹒
對於選擇回歸校園的師生對於選擇回歸校園的師生﹐﹐德州教育局德州教育局
也會進行以下防疫步驟也會進行以下防疫步驟﹕﹕
1. 所有進入校園者﹐都必須先經過一輪
檢測﹒
2. 10歲以上的學生﹐在校內都必須配戴
口罩﹒
3. 學校必須遵守州長已經發布﹑或即將
發布的任何行政命令﹒

4. 各學區可以在開
學前叁週﹐分階段
恢復課堂上課﹒
德州教育局也將為德州教育局也將為
學校提供學校提供﹕﹕
1. 補助與新冠相關
的額外費用﹒
2. 免費向學校提供
個人防護裝備﹒
3. 免費在線﹑符合
TEKS的學習工具﹐
以4. 便校方提供遠
程指導﹒

5. 教師培訓﹒
6. 全州將盡力彌補選擇遠程教學學生與
一般學生間的差距﹒
有關口罩﹕
德州教育局指出﹐若要求學生在從事事
外活動戴口罩﹐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學
校可以讓學生在運動時脫下口罩﹐只是
他們必須跟其他沒戴口罩的人保持六呎
社交距離﹒
其他衛生方針其他衛生方針﹕﹕
指南中﹐建議使教師和學生保持盡可能
遠的距離﹐並鼓勵打開窗戶以增加房間
的氣流﹒德州教育局提倡﹐校園裡的任
何人必須用紙巾掩蓋咳嗽和打噴嚏﹒而
且﹐在打噴嚏或咳嗽之後﹐應該要立即洗
手﹒此外﹐校方也應更頻繁地清潔校園﹐
並應定期對高接觸表面（包括書桌﹐門把
手和學校用品）進行消毒﹒

川普施壓川普施壓﹐﹐州政府不開放學校州政府不開放學校﹐﹐
就與聯邦資金說就與聯邦資金說ByeBye﹖﹗﹖﹗
總統川普於週叁8日施壓各州﹐如果學
校在秋季不開放﹐將可能扣留聯邦資金

﹒他強烈要求聯邦衛生官員﹐要求重新
擬訂學校重啟方針﹐並抱怨這些方針不
切實際又敗金﹒還趁機抨擊民主黨對

「停學」的呼籲是基於政治與選舉考量﹐
跟病毒本身毫無關係﹒
然而﹐他沒有透露自己將扣留哪些資金﹐
但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指出﹐
未來的新冠紓困案﹐可能會與重新開放
學校有關﹒彭斯在冠狀病毒工作隊簡報
會上說道﹕「隨著我們致力於下一輪紓困
﹐我們同時也在尋找方法﹐以給各州強效
的的激勵和鼓勵﹐讓孩子們重新上學﹒」
而川普的警告也引起了一些州長的反對
﹐州政府指出說川普無權管轄秋季復學
的計劃﹒紐約州民主黨州長安德魯·庫
莫（Andrew Cuomo）表示﹐官員將在安
全的情況下重新開放﹒他在新聞發布會
上說﹕「學校的重新開放是州政府的決定
﹒」「法律就是如此﹐我們也會這樣做﹒這
不由美國總統決定﹒」

休市府宣布休市府宣布休市府宣布休市府宣布﹕﹕﹕﹕取消下周在休斯頓舉行的德州共和黨大會取消下周在休斯頓舉行的德州共和黨大會取消下周在休斯頓舉行的德州共和黨大會取消下周在休斯頓舉行的德州共和黨大會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德州7
日新冠確診人數﹐突破史無前例的1萬
大關﹐地方政府官員對於大型集會也更
加憂心﹒
原訂於7月16日將在休斯頓George R.
Brown 會議中心舉行的德州共和黨大會
﹐於 8 日傳出取消﹒休斯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週叁8日下午宣布﹐
他已致函負責George R. Brown 會議中
心的Houston First﹐要求他們取消大會

﹒Houston First則回信指出﹐目前已經
向德州共和黨致信﹐並和共和黨說明正
在著手取消活動﹐意味著此次大會將無
法如期舉行﹒
特納市長在推特上分享說﹐有鑑於當地
疫情未得控制﹐才希望取消這次大會﹒
他寫道﹕「取消共和黨大會的決定是為了
保護休斯頓人民的健康﹒」「公衛專家對
於我們的一線人員﹑會議工作者﹑以及將
要參加的人們的公共健康問題表示擔心

﹐才會做出此決策﹒休斯頓
正處於全球健康危機之中﹐
我們正在竭盡全力抵抗新
冠病毒﹒」
早在此前﹐休斯頓市長特納
便對這次大會表示擔心﹐公
衛專家也認為若如期舉辦﹐
恐會造成超級傳播﹐呼籲取
消或改成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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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涅尔琴

斯克条约”，是中国清朝和俄罗斯帝国

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

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家都认为

《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因为康

熙皇帝把贝加尔湖一线白白送给了沙俄

，还放弃了堪察加半岛等北方土地。那

么，俄罗斯人怎么看待《尼布楚条约》

呢？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中国清朝用武

力逼迫俄罗斯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

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又夺回

来了。

为什么俄罗斯人觉得《尼布楚条约

》是不平等条约呢？

俄罗斯本来是东欧的一个小国。他

们被蒙古建立的钦察汗国统治了200年

。公元15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

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

皇，建立沙皇俄国。从1598年开始，俄

罗斯带着哥萨克骑兵翻过了乌拉尔山，

吞并了西伯利亚汗国，标志着俄罗斯正

式向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扩张。1632年，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勒拿河流域，建立了

雅库茨克要塞。到1647年，俄罗斯人已

经到达了鄂霍次克海（北海）。在这个

过程中，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

被俄罗斯征服。

在俄罗斯人的眼里，整个西伯利亚和

中国关系是不大的，因为是他们真正在西

伯利亚建立了城堡和军事行政机构。

西伯利亚自古是无主之地，没有形

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草原部落落。

原因就在于这里冰天雪地，没有春夏秋

冬，对于中原来说，这里没有耕种的价

值，自然没兴趣管理这里。在秦汉时代

是匈奴人的游牧地带，而在唐朝时期是

突厥的领地，曾短暂被唐朝统治过。中

国只有在元朝的90年间，是彻底管理这

里的。元代对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行政

管辖范围广大，"汉唐极盛有不及焉，盖

岭北、辽阳之边，唐所羁縻之州，往往

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明朝后

期被后金挑战，没有功夫征服西伯利亚

，而清朝由于南下，也对西伯利亚顾及

不到。

综合历史看来，中国确实没怎么管

理过西伯利亚。俄罗斯人来到贝加尔湖

的时候，中国的存在感是不强的。

不过，中国人虽然不喜欢西伯利亚

，但是西伯利亚靠南的地方却常有中国

人的足迹。唐朝有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

护府，元朝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就直

接管理了西伯利亚南部以及蒙古草原和

外东北、东北。而明朝在远超基础上更

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直接管理外东北和库

页岛，清朝满洲人起源于东北，外东北

更是他们的祖先之地，所以清朝对外东

北的统治是最扎实的。

1652年(清顺治九年)，俄国人东入

黑龙江，"驻防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

县)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於乌扎拉村

"。这是中俄之间第一场战斗。1657年(

顺治十四年)，俄罗斯派正规军在尼布楚

河与石勒喀河合流处建立了雅克萨城与

尼布楚城。之后中俄之间发生多次外交

和军事上的冲突。可见，外东北和贝加

尔湖地区确实有中国人的足迹。

《尼布楚条约》是在清朝军事获胜

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为了防备噶尔丹

，康熙做出了极大让步，把贝加尔湖东

南相当于黑龙江省大小的的几十万平方

公里土地让给了俄国，还把东西伯利亚

默认给了俄国。看似吃了大亏，但这里

实际上清朝的军队也没有到达，所以让

也就让了。但从长远地看，确实贻害无

穷。贝加尔湖的水资源是无价之宝，而

西伯利亚的土地更是资源无数。

康熙当时缺乏国际视野，如果他知

道俄国对土耳其作战不利，也许就不会

做那么大的让步了。但对于俄国人来说

，《尼布楚条约》毕竟是俄国人战败签

订的，所以他们觉得是屈辱的。在1860

年，他们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轻松得

到了《尼布楚条约》中未得到的中国土

地。而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也把《尼

布楚条约》看成了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西伯

利亚确实是无主之地，中原王朝是最有

实力把西伯利亚拿下的，但没人看得到

这里的价值。而俄国人想要的也不是西

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贫瘠土地），而是

更温暖湿润的中国白山黑水。不过，谁

也想不到，到了工业时代，西伯利亚成

了俄罗斯最骄傲的资本。而中国，只能

望洋兴叹。

康熙按中国的封建标准是一个优秀

的皇帝，但他面对工业时代却成了落后

的代表。清朝的衰落，在康熙时代已经

可以看到。

俄罗斯人眼中的尼布楚条约
清朝逼迫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秦国（前770年-前207年）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缔造者

，其发展历程艰苦卓绝而又一往无前。

从前770年秦襄公受封成为诸侯算起，

秦国历经31位君主长达550年前仆后继

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前221年统一天下

，从附庸小国成长为天下主宰。统一天

下之后，前221年到前210年，秦始皇在

位期间，是秦国最鼎盛和最辉煌的时期

，短短11年已经奠定了中国未来数千年

的基本政治、疆域和文化格局，对中国

影响深远，至今不可磨灭。

但是，如此伟大和辉煌的秦国，合

计560年的宏伟基业，却在秦二世胡亥

继位后三年，迅速烟消云散。胡亥算得

上当之无愧的“史上最强败家子”。那

么，这个败家子是怎么炼成的呢？今天

我们就来简要盘点下秦二世胡亥的可笑

又可悲一生。

前230年，胡亥出生，是秦始皇最

小的儿子。这一年，秦国灭韩。开始正

式灭亡六国。

前211年，胡亥19岁，跟随秦始皇

东巡。

前210年，胡亥20岁，秦始皇巡游

返回途中，在平原津病死，李斯封锁消

息。赵高、李斯、胡亥，合谋假传诏书

，立胡亥为太子，赐死公子扶苏，史称

“沙丘之谋”。

扶苏自杀后，李斯才发布了秦始皇

去世的消息，胡亥继位成为秦二世。

胡亥把秦始皇安葬在骊山，据说始

皇墓内极尽奢华，珍宝满地。

胡亥要求秦始皇后宫所有无子的妃

嫔全部殉葬。

胡亥关闭秦始皇墓门，又封死秦始

皇墓道，让所有参与修筑秦始皇墓的工

匠死在墓道中。

前209年，胡亥作死的一年

二世元年，胡亥21岁，正式即位成

为皇帝，改元。

胡亥任命赵高为郎中令，侍奉左右

，参与处理政事。

胡亥担心百姓不归附，效仿秦始皇

巡游郡县，东到碣石，南下到会稽，刻

字颂功，然后返回咸阳。

胡亥担心大臣和皇子们猜忌他得位

不正，向赵高寻求对策。

赵高建议胡亥诛灭大臣和宗室、严

刑峻法、推行连坐，除尽秦始皇时的大

臣，改用自己的亲信。

赵高迫害皇子、宗室、大臣。12位

皇子在咸阳被斩头示众，10位公主被车

裂，受株连的人不可胜数。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行事谨慎、遵纪

守法，仍然被胡亥催促自杀，群臣和宗

室人人自危。

胡亥另一个哥哥-公子高想逃跑，又

怕被抄家，就主动请求为秦始皇殉葬，

胡亥高兴应允，认为严刑峻法起了效果

。

胡亥下令继续修建阿房宫，并征集

5万人守卫咸阳。

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

宿州市）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的口号。

陈胜攻下陈县（今河南周口）建立

张楚政权，自立为王，分兵向西攻城略

地，天下百姓纷纷响应。

胡亥不愿意听到反叛的消息，把前

来报告叛乱情况的信使治罪，随后无人

敢提起反叛。

八月，陈胜部将武臣自立为赵王。

九月，刘邦杀沛县县令，在沛县

（今江苏徐州）反秦，自称“沛公”；

项梁杀会稽郡守殷通，在会稽起兵

反秦；

田儋在狄县（今山东高青县）起兵

反秦，自立为齐王。

二世2年，胡亥22岁。

陈胜部将周章率领数十万军队到达

戏(今陕西临潼东)，胡亥大惊。

胡亥赦免郦山罪犯，交给章邯带领

，迎击周章，周章败走，章邯追击，出

关中平叛。

章邯在曹阳（今河南灵宝）击杀周

章；在荥阳击杀田臧、李归；直逼起义

军首领陈胜。

章邯攻陈，陈胜战败逃亡，12月，

陈胜的车夫庄贾杀陈胜，归顺章邯。

项梁立傀儡熊心为“楚怀王”，成

为新的义军领袖，刘邦投奔项梁。

章邯在定陶击杀项梁，在临济击杀

魏咎，叛军中出现的一批名将全数被杀

。

章邯配合王离的长城军围困巨鹿，

围点打援，秦军气势磅礴。

胡亥听从赵高建议，不见群臣，肆

意极欲，专门享受。

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

冯劫劝谏胡亥停止修筑阿房宫，减少税

收，宽慰百姓。

胡亥杀冯去疾、冯劫、李斯，赵高

为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决定。

楚怀王兵分两路，让刘邦向西入关

伐秦，让项羽跟随宋义北上救赵。

二世3年，胡亥23岁。

11月，宋义坐山观虎斗，不救赵国

，项羽杀宋义，领兵救赵。

12月，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

击败围困巨鹿的王离，和章邯两军相持

。

6月，章邯向胡亥请求增兵，胡亥

责怪章邯多次失败，章邯恐惧，率领20

万秦军向项羽投降。

项羽设计，在新安城南坑杀20万秦

军降卒，平叛以来，秦国最强大的一支

力量被摧毁。

赵高“指鹿为马”，反对的朝臣全

部遭到报复，胡亥被彻底架空。

8月，刘邦抵达武关（今陕西商洛

），胡亥向赵高问责。

赵高先发制人，让他的女婿咸阳令

阎乐假称追拿逃犯，带兵入宫，逼迫胡

亥自杀。

胡亥死后，被按照平民的礼节下葬

。

赵高让胡亥的侄子子婴继位，因为

秦国已经失去山东六国，不再称“皇帝

”，而改称“秦王”。

9月，子婴继斋戒5天，拒绝到宗庙

接受玉玺。

赵高亲自去请子婴，被子婴设计刺

杀，随后诛杀赵高三族。

子婴做秦王46天，刘邦破武关，驻

军霸上（西安市东），子婴率众投降，

秦国灭亡。

就这样，短短三年，胡亥竟然把秦

国560年来的基业挥霍一空，自己也身

死人手，真是可笑又可悲。

秦二世：短短3年败光大秦560年基业

20202020年年66月月2828日日，，拜登華裔助選團拜登華裔助選團(Chinese Americans for Biden)(Chinese Americans for Biden)舉舉
行線上成立大會行線上成立大會。。羅玲出任主席羅玲出任主席，，並邀請駱家輝並邀請駱家輝、、國會眾議員趙國會眾議員趙
美 心美 心 、、 孟 昭 文孟 昭 文 、、 DNCDNC 民 主 黨 全 國民 主 黨 全 國 AAPI CaucusAAPI Caucus 主 席主 席 Bel LeBel Le--
ong-Hongong-Hong、、猶他州議員猶他州議員Karen KwanKaren Kwan、、馬里蘭州第十五選區州眾議馬里蘭州第十五選區州眾議
員齊麗麗員齊麗麗Lily QiLily Qi、、TXTX2222選區美國國會議員候選人選區美國國會議員候選人SriSri、、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
4141區州議員候選人區州議員候選人Janet Yang RohrJanet Yang Rohr、、得州最高法院第六席法官候得州最高法院第六席法官候
選人選人Kathy ChengKathy Cheng等重量級嘉賓出席等重量級嘉賓出席。。網絡成立會主持人為民主黨網絡成立會主持人為民主黨
全國全國AAPIAAPI政治主任政治主任John SantosJohn Santos。。

20202020年年66月月3030日日，，世界名人網專題中英文介紹冉冉升起的商業空間設計世界名人網專題中英文介紹冉冉升起的商業空間設計
大師大師、、成都寬窄巷馳名大妙成都寬窄巷馳名大妙HotpotHotpot餐廳設計者彭宇餐廳設計者彭宇。。 19731973年生於中國年生於中國
重慶的彭宇重慶的彭宇，，早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早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專攻環境藝術設計專攻環境藝術設計，，後至日本後至日本
國立千葉大學都市環境系統學科國立千葉大學都市環境系統學科，，設計文化專業設計文化專業。。 20032003年歸國創立了年歸國創立了
““葵美樹環境藝術設計公司葵美樹環境藝術設計公司”。”。 20092009年作品年作品““東湖首席餐廳東湖首席餐廳””獲中國獲中國
國家級專業評選國家級專業評選““商業空間商業空間5050強強”，”， 20112011年美國室內設計界專門介紹年美國室內設計界專門介紹
““成都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成都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大量的專業書籍大量的專業書籍、、專業雜誌競相登載專業雜誌競相登載
、、報導他的作品報導他的作品。。為業主帶來非常好的評價和人氣為業主帶來非常好的評價和人氣。。 ““柴門餐廳柴門餐廳””系系
列列、、小南國餐廳系列小南國餐廳系列、“、“大妙餐廳大妙餐廳””系列等系列等，，均廣受大眾的喜愛均廣受大眾的喜愛。。也為也為
投資人帶來了非常豐厚的回報投資人帶來了非常豐厚的回報。。

疫情告急疫情告急，，選舉卻有條不紊的迅速展開選舉卻有條不紊的迅速展開！！哈里斯郡書記官哈里斯郡書記官
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新官上任新官上任，，雷厲風行雷厲風行。。 20202020年年77月月22日日，，美國大美國大
選黨內初選選黨內初選Run OffRun Off的早期投票開始不到四天的早期投票開始不到四天，，ChrisChris就親自就親自
走遍了其中的走遍了其中的5353個投票點個投票點！！亞裔社區負責人亞裔社區負責人JoAnneJoAnne呼籲大呼籲大
家告訴大家家告訴大家，，積極投票積極投票。。民眾可登錄民眾可登錄HarrisVotes.comHarrisVotes.com查看投查看投
票點和投票須知票點和投票須知。。確保行使自己最神聖的權利確保行使自己最神聖的權利。。

20202020年年77月月11日日，，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Chung Mei Temple)(Chung Mei Temple)住持覺法法師以佛法住持覺法法師以佛法
概念設計園藝概念設計園藝，，名為名為 「「佛法雲來集佛法雲來集」」 .. 如悟法師帶領協會幹部理事們觀賞如悟法師帶領協會幹部理事們觀賞
、、講解講解、、走入三法印走入三法印、、四聖諦四聖諦、、六度六度、、七覺支七覺支、、和八正道的法界和八正道的法界、、當下當下
感受真是煩惱即菩提感受真是煩惱即菩提、、殊勝又歡喜殊勝又歡喜！！慈悲美化環境慈悲美化環境.. 同時讓信徒大眾有機同時讓信徒大眾有機
會做功德會做功德、、護持修繕護持修繕、、福慧圓滿福慧圓滿。。上圖為道上圖為道==八正道八正道，，這個地區圖案名為這個地區圖案名為
「「佛法雲來集佛法雲來集」」 三法印三法印、、四聖諦四聖諦、、六度六度、、七覺支七覺支、、和八正道和八正道。。

20202020年年77月月11日日，，佛光山休士頓協會會長陳傳億和協會理事蕭瑛瑱佛光山休士頓協會會長陳傳億和協會理事蕭瑛瑱
代表捐款給代表捐款給Houston Food Ban,Houston Food Ban,雪中送炭雪中送炭$$20002000，，將會有將會有60006000個人收個人收
到新鮮水果到新鮮水果、、肉類肉類、、蔬菜和罐頭蔬菜和罐頭。。捐款單位負責人捐款單位負責人 AleenaAleena
TholanikunnalTholanikunnal分享述說由於疫情食物需求增加分享述說由於疫情食物需求增加、、人手減少人手減少。。一天一天
大約一百萬磅食物運輸到休士頓不同各個地區大約一百萬磅食物運輸到休士頓不同各個地區。。而從原本而從原本800800個個
人減低到一天人減低到一天100100個人義工個人義工、、一天三次輪班七天一天三次輪班七天2424小時工作小時工作。。義義
工們辛苦打包工們辛苦打包、、整理整理、、運送運送、、整個團隊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熱誠整個團隊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熱誠
、、熱心跟服務大眾的精神熱心跟服務大眾的精神。。

得克薩斯地大物博得克薩斯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物產豐富、、人口稀少人口稀少、、景色優美景色優美，，非常非常
有特色有特色。。在美國最大油服公司擔任會計審計工作的原得州安在美國最大油服公司擔任會計審計工作的原得州安
徽同鄉會首任會長張聞女士利用美國國慶節假期在自己曾經徽同鄉會首任會長張聞女士利用美國國慶節假期在自己曾經
工作過的休斯敦達拉斯之間的美國小鎮工作過的休斯敦達拉斯之間的美國小鎮EnnisEnnis郊外的向日葵莊郊外的向日葵莊
園渡假園渡假，，領略無比壯觀的豐收的喜悅領略無比壯觀的豐收的喜悅。。

20202020年年77月月44日日，，世界名人網專題介紹了在兒促世界名人網專題介紹了在兒促
會教發委會教發委 20202020 抗擊疫情抗擊疫情 我有我有““畫畫””說推介的說推介的
““快樂童年快樂童年，，放飛希望放飛希望””20202020 少兒晚會形象代少兒晚會形象代
言人言人66歲小畫家胡尚同歲小畫家胡尚同。。曾獲文化和旅遊部藝術曾獲文化和旅遊部藝術
發展中心評定的發展中心評定的““兒童畫兒童畫””一級證書的胡尚同希一級證書的胡尚同希
望自己畫裡的英雄奧特曼望自己畫裡的英雄奧特曼、、機器人趕快替我們消機器人趕快替我們消
滅病毒滅病毒，，讓我們期待雨過天晴讓我們期待雨過天晴，，期待絢麗的彩虹期待絢麗的彩虹
！！

德州心臟位置的小鎮德州心臟位置的小鎮WaxahachieWaxahachie富有歷史氣息的火車站曾經富有歷史氣息的火車站曾經
是密蘇里是密蘇里、、肯薩斯肯薩斯、、得克薩斯三大洲的交通樞紐得克薩斯三大洲的交通樞紐，，不僅運送不僅運送
得州生產的棉花得州生產的棉花、、玉米玉米、、葵花籽等農產品到全美各地葵花籽等農產品到全美各地，，還曾還曾
在幾次戰役中作為美軍開往前線的節點在幾次戰役中作為美軍開往前線的節點。。至至20102010年後成為了年後成為了
得州歷史勝跡永遠保存得州歷史勝跡永遠保存。。美國國慶節來臨美國國慶節來臨，，高曉惠老師高曉惠老師、、何何
冰和李惠閨蜜們在紅色的列車車廂前願望鐵路橋冰和李惠閨蜜們在紅色的列車車廂前願望鐵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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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中央社）長沙台商協會會長林懷等人涉
賄選遭起訴，一審今天開庭，林懷等4人均否
認犯罪；北檢檢察官提出長沙某酒店錄影顯示
，張善政以現場連線方式與全體人員互動，應
屬拜票活動。

台北地檢署認定林懷等7人涉獲得中國湖
南省台辦等單位資金，以辦尾牙餐會、資助返
台機票等方式，拉抬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張善政選情，被提起公訴。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開庭，傳喚被告林
懷、副會長佟建華、中國大陸湖南省衡陽辦事
處主任沈斌以及湖南衡陽市一家商行的負責人
莊垣漳，4人均否認犯罪；部分委任律師主張檢
方舉證不足，質疑 「參與餐會喊喊口號，就是
賄選了嗎？如果是這樣，台灣這麼多選舉，應
有辦不完的賄選」 。

偵查本件的檢察官林達在庭上表示，本件
起訴後，有民眾提出長沙某大酒店現場錄影顯
示，張善政以現場連線方式與餐會的全體人員
互動，現場人員高喊 「總統好」 ，從此可證明
這個拜票活動，是由活動主辦單位事先聯繫妥
當。

林懷委任律師許英傑庭上說，本件沒有起

訴張善政，檢方今天拿出這個，也沒有其他佐
證去證明現場承辦單位與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之
間有何連結或犯意連絡，回去看過這錄影影片
，再做後續意見表示。

另有律師質疑，這個錄影影片的合法性，
這是非供述證據，請法官斟酌。

檢方5月8日起訴認定，林懷等人於去年
12月11日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華天大酒店舉辦
「2019湖南台胞年終尾牙聯誼會」 暨 「湖南省

台灣同胞返鄉投票大會」 活動，並提供免費食
宿，以及價格不菲的抽獎活動，宴請500多名
台商及台生，為中國國民黨及當時國民黨總統
候選人韓國瑜拉抬造勢。

檢方指出，林懷等人另舉辦返台投票優惠
機票活動，原價人民幣1560元的機票，可補助
幾近全額的人民幣1550元。檢方查出，藉由此
方案於投票日前搭機返台的台商約有200多人
，涉嫌期約賄選。

檢方表示，林懷等人分別向長沙市台辦、
湖南省台辦申請補助人民幣50萬元、300萬元
，事後分別收到補助款人民幣29萬元、120萬
元。北檢依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
人員選罷法等罪起訴林懷等7人。

台商涉賄選遭訴 檢察官提出張善政拜票連線錄影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總
統蔡英文曾說最重要國安工作之一為營業秘密
保護，派檢察官等人10日起在竹科辦理座談會
，與高科技業者做面對面交流，後續中科及南
科也會辦理座談。

法務部今天下午與媒體記者茶敘，主題為
「國安新重點-守護營業秘密」 ，蔡清祥做出上

述表示。法務部檢察司檢察官黃致中簡報舉例
台積電徐姓員工竊取28奈米製程，準備跳槽大
陸華潤上華公司遭查獲以及國外大陸華為員工
竊取T-Mobile公司 「Tappy」 機器人技術，遭
到民事及刑事追訴。

蔡清祥表示，座談會的目的在於保護營業
秘密以及制度精進，一方面由檢察官來說明在
偵辦營業秘密案件時，需要業者配合的地方，
也要聆聽業者對於如何保護營業秘密方面，有
無需要政府來幫忙之處，可以做雙向的溝通跟

交流。
蔡清祥指出，營業秘密法最近才修正通過

，它是由經濟部來主管的法規，但是跟檢察官
有關的在於增訂偵查保密令的核發，可先提早
做營業秘密的保護。

蔡清祥表示，很多大陸廠商來獵取台灣高
科技人才，過去是獵取人才到大陸去工作研發
，但是現在不一樣，發現獵取人才被留在台灣
做研發工作，研發工作的地點可能外觀上看不
出來是一個公司，也許只是一個工作室，卻把
竊取到的資料及技術，做進一步的研發，再傳
送到大陸去。

蔡清祥指出，支付報酬部分，也不在台灣
交付，反而透過境外其他帳戶來交付，所以會
造成檢方偵辦上的困難，不過，他相信執法人
員有辦法破解並蒐集相關證據。

保護營業秘密 法務部檢察官將與竹科業者座談
（中央社）移民署今天宣布破獲一起 「假

投資、真移民」 非法仲介案，除將陳姓主嫌夫
妻及14名越南籍犯嫌送辦，檢察官同時也向桃
園地方法院聲請羈押陳男並凍結帳戶不法所得
160萬元獲准。

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長荊少
安晚間表示，去年初接獲檢舉，蘆竹區某工廠
疑聘僱越南籍人士非法工作，但專勤隊調查發
現，有越籍男子以僑外投資身分在台居留，實
際上卻在工廠從事勞務工作，擴大追查得知還
有多人以相同手法留台非法工作，立即報請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荊少安指出，歷經1年多的深入調查，檢
察官6日會同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處板橋調
查站、桃園市警局蘆竹分局等單位，兵分多路
前往台北、新北及桃園等7處搜索，並查扣工
商登記、會計資料、帳冊、金融帳戶、公司大
小章等犯罪證物，同時拘提主嫌陳男、陳男的
黃姓印尼籍配偶及越南籍人士共16人到案。

荊少安說，38歲陳姓主嫌是合格的執業記

帳士，具備公司登記、稅籍申報等專業知識，
更受託經辦國內公司稅務及會計業務多年，103
年起接手家族顧問管理公司後，以任命印尼籍
妻子的姊弟擔任公司董事或分公司經理人為幌
子，成功取得在台居留權。

桃園市專勤隊副隊長范育誠表示，陳男發
現有利可圖，便在台虛設數間僑外投資公司，
再以每人新台幣30萬元的代價招攬有意留台的
越南籍學生，捏造不實董（監）事名冊及經理
人在職證明，讓無投資事實的越南籍學生，成
功將 「就學」 居留轉為 「投資」 或 「應聘」 ，
實際上卻在台從事經營小吃店等行業。

范育誠說，這是移民署首次破獲國人以
「假投資、真移民」 方式的非法仲介集團案件

，陳男除辦理在台越籍學生所屬公司變更登記
、稅務申報及健保轉換外，更指派員工取得移
民專業人員資格及移民業務機構設立許可，以
提供居留申請 「一條龍」 服務。

范育誠指出，初步調查，陳男犯罪地點涵
蓋北台灣，不法獲利超過1000萬元。全案調查

後已將陳男等16名犯嫌，依違反公司法、商業
會計法、稅捐稽徵法、偽造文書等罪嫌，移送

地檢署並擴大偵辦，檢方向桃園地方法院聲請
羈押陳男並凍結帳戶不法所得160萬元獲准。

假投資真移民助越籍人士非法工作 記帳士遭羈押

蘇建榮主持財政部所屬機關首長交接蘇建榮主持財政部所屬機關首長交接
財政部所屬機關首長交接典禮財政部所屬機關首長交接典禮88日在台北舉行日在台北舉行，，財政部長蘇建榮財政部長蘇建榮（（前左前左））出席主持出席主持。。

出口退稅提速增效
助力外貿企業逆勢穩行

隨著壹系列穩外貿政策措施落地見

效，各地外貿行業逐步回暖。

記者從國家稅務總局了解到，今年

1至5月，全國累計為企業辦理出口退免

稅 6324億元。全國稅務系統聚焦“六

穩”“六保”，用稅收政策落實穩外貿

發展，用出口退稅速度保市場主體，有

力保障了出口企業盤活資金、穩產穩銷

、逆風拓市。

“提率”政策註入發展“新活水”
今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會同財政

部發布《關於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

的公告》，提高1464項產品出口退稅率

。各地稅務部門對照產品清單逐壹摸排

，定向推送，第壹時間將新政“活水”

送到企業，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促進外

貿穩定發展。

“這次國家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

率，我們公司生產的鑄鐵蓋板、篦子兩

種產品受益，退稅率從10%提至13%，

今年預計增加約300萬元的出口退稅額

，對於公司來說幫助很大。”邯鄲市虹

光鑄造有限公司總經理趙利強說，受全

球疫情影響，外商客戶停工停產，提高

出口退稅率政策的出臺對企業來說很及

時、很暖心。

受惠於“提率”政策，雲南瑞麗市

華遠進出口有限公司收到了3筆退稅款

。“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對我們出口企業

來說是壹大利好政策。其中，1084項產

品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3%後，我們生產

的生物制劑等多項產品受益，目前已經

收到退稅款241.84萬元，極大地幫助我

們渡過難關。”談及出口退稅新政，該

公司的財務負責人表示。

據了解，該公司主要經營礦產品、

化工產品的出口業務，由於疫情，貨物

出口、國外訂單等方面都受到較大影響

，今年2至4月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

52%，面臨較大資金壓力，“加量”的

出口退稅款解了企業的燃眉之急。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樊勇表示，出口

退稅政策對鼓勵出口、促進國民經濟發

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出口退稅率的提

高，有利於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出

口產品國際競爭力，在疫情全球蔓延、

外貿市場低迷背景下，有力提振了外貿

企業信心，是助力外貿企業渡難關的關

鍵之舉。

無紙化申報架起退稅“高速路”

對外貿企業而言，穩定的資金流尤

為重要。為了加快退稅速度，稅務部門

積極推行無紙化退稅申報，將全國正常

出口退稅的平均辦理時間再提速20%。

截至5月底，紙化退稅申報企業戶數已

占全部申報企業戶數的93%，退稅額占

全部退稅額的96%。

東電化電子元器件（珠海保稅區）

有限公司是TDK集團（東京電氣化學工

業株式會社）在珠海的研發生產中心，

占據全球總市場份額50%以上的全球壓

敏電阻業務來自這裏。受疫情影響，人

力、運輸成本上漲，大大增加企業的資

金壓力。

在獲悉情況後，珠海市稅務部門迅

速安排專人對接，輔導企業無紙化申

報，加快出口退稅審核。“當天申

報，當天審核完，第二天就到賬，

1100 多萬元的退稅款保障了企業資金

流轉，讓我們對穩產穩銷更有信心！”

該公司財務負責人覃東莉為稅務部門的

高效退稅點贊。

資金的快速到賬，得益於無紙化

退稅申報的全覆蓋。在山東，受疫情

影響，煙臺萊州三力汽車配件有限公

司面臨資金周轉困境。了解到企業困

難後，當地稅務部門加速審核辦理，

460余萬元出口退稅款當日退還。“本

以為疫情期間退稅速度放慢，結果從

申報到收到退稅款僅壹天內辦結，這

筆錢真的是‘及時雨’。”該公司法

人代表楊麗燕說。

此外，為優化出口退稅服務，各地

稅務部門多措並舉在提升質效上“下力

氣”。石家莊市稅務部門制作《疫情防

控出口退稅政策培訓》《單壹窗口操

作》等網絡課程，幫助了解退稅政策；

寧波市稅務部門推出全程網上填報“非

接觸”、紙質證明資料“延後補”、收

匯相關事項“延期報”等組合服務，護

航外貿企業穩定發展。

國家稅務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下

壹步稅務部門將繼續落實落細各項出口

退稅政策和惠企暖企措施，為外貿企業

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納稅服務，幫助外

貿企業突出重圍、行穩致遠，助推外貿

經濟穩定高質量發展。

避險情緒陡升
國際金價創八年多新高

綜合報導 國際金價在 7 月 1 日創下了 2011

年以來的新高。北京時間 7 月 1 日淩晨，紐約

商品交易所的黃金期貨（以下簡稱“紐約黃金

期貨”）價格突破 1800 美元/盎司關口，收於

1800.5 美元/盎司，漲幅為 1.08%，創下了 8年多

來的新高。

各市場黃金品種集體躁動。截至7月1日下午收

盤，國內滬金期貨收報403.1元/克，漲0.71%，創滬

金期貨上市以來的新高。國際方面，截至北京時間17

點30分，紐約黃金期貨報1804.6美元/盎司，漲0.23%

；倫敦現貨黃金報1788.01美元/盎司，漲0.42%。

金價大漲也帶動其他貴金屬走強。長江有色金

屬網數據顯示，7月1日，國內白銀現貨報4380元/

千克，日漲幅為2.46%；國內鈀金現貨報497.5元/

克，日漲幅為0.3%。

業內人士認為，國際金價大漲的背後，是

海外多地疫情出現卷土重來的苗頭，引發投資

者擔憂及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增加。目前，市

場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任何風吹草動都

會刺激避險情緒，從而促使金價上揚。

各國央行主導的

持續寬松政策也提振

國際金價。國信期貨

研究咨詢部主管顧馮

達對上證報表示，疫

情給海外實體經濟的

沖擊猶存，各國央行

難以在經濟遭受重挫

的短期內收緊寬松刺

激政策，下半年寬松趨勢或仍將延續。“預計

美聯儲將維持接近零的利率，資產負債表和美

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的趨勢不改，實際利率在

負值附近徘徊，使得對實際利率高度敏感的黃

金價格上行空間打開。”

截至6月30日，倫敦現貨黃金上半年漲幅超過

17%，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上半年漲幅超過

18%，黃金跑贏美元、美國國債、白銀、原油、銅

等絕大多數投資品種。

“美國應對疫情積累的巨額債務和財政赤

字將在壹定程度上削弱美元，黃金作為資產配

置中保值對沖的主要標的之壹，其抗通脹、

保值避險的屬性將吸引更多機構及非美央行

配置。”顧馮達表示，“今年下半年，海外疫

情有二次爆發可能，市場還將面對地緣政治等

諸多風險，金融市場或滋生更多避險情緒，黃

金將繼續得到有力提振。”

世界黃金協會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立新 6

月 29 日表示，在避險情緒推動下，全球黃金

ETF 受到熱捧，總持倉量連續 6 個月大幅流入

。另據中國黃金協會統計，今年 5 月份，全國

黃金銷售環比增長 54%，黃金投資產品銷量同

比增長32%。

展望後市，卓創資訊貴金屬分析師張偉認

為，當前，海外疫情形勢仍較為嚴峻。同時，

海外地緣政治、經貿形勢、就業及消費也面臨

嚴峻考驗，未來不確定性較大，這將利好黃金

等避險資產。總的來看，7 月份市場不確定性

有壹定程度上升，將利好金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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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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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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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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宗香港本地確診者
關係圖及行蹤

食肆群組

“新發茶餐廳”➡初步確診（的士司機）7月2日、3
日到該店用膳

⬇職員
■個案1289（68歲男子，有長期病患），在佐敦
“新發茶餐廳”任職侍應及收銀員；6月25日
起咳嗽及呼吸困難，曾向私家醫生求診，7月6
日有咳及氣喘，到聯合醫院求醫及入院

⬇朋友
■個案1291（58歲男的士司機，居於牛池灣彩輝
邨彩華樓），曾接載個案1289到佐敦“新發茶
餐廳”，6月29日開始流鼻水，7月1日到“彬
記”堂食，並帶外賣給兒子

⬇父子
■個案1295（14歲少年，個案1291的兒子，讀
扶輪中學），無去過“彬記”，僅食過外賣

■個案1297（28歲男子，無病徵），6月30日及
7月2日去過“彬記”用膳，得知該店有員工確
診後，自行到私家醫院化驗結果呈陽性，入住瑪
麗醫院

*彬記早前已有兩名員工確診（個案 1269 及
1283）

港泰護老中心群組

■個案1298（85歲女院友，行動不便，去年4月
入住後無外出），7月6日起發燒及嘔吐

⬇院友
■初步陽性個案： 79歲男院友及67歲女院友

*另有一名院友發燒待檢測

*另消息指兩名員工7日晚確診

沙田區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1292（40歲醫管局資訊科技部男員工，居
於沙田禾輋邨德和樓），7月3日曾到香港迪士
尼樂園，並入住樂園酒店，7月4日發病，曾到
馬鞍山一間私家診所求診

*今年6月底曾去多個地方，包括大埔鐵路博物
館、長洲、新城市廣場、迪欣湖等，6月28日亦
到尖沙咀與朋友用膳

* 其女兒就讀培基小學，他曾送女兒上學，但沒有
入內，女兒暫無病徵

■個案1293（42歲石門“豐鍋雞煲”廚師，居於
沙田禾輋邨美和樓），7月3日發病

*其妻子及子女亦有喉嚨乾及咳嗽等病徵，獲安排
入院；子女就讀沙田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及沙田
崇真小學

■個案1294（66歲女子，無病徵，居於沙田水泉
澳邨明泉樓），7月4日去過沙田新城市廣場、
大圍美源餐廳、水泉澳邨太子燒味

其他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1296（ 29歲香港演藝學院男學生，居於屯
門兆隆苑），平日教琴及學琴，最後上學日為6
月16日，7月4日發病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懷疑爆發第三波，在7日新增的14宗確診個案

中，有九宗屬於本地個案，且火頭眾多，涉及的士司機、醫管局職

員、教琴老師、老人院院友等，最少九間學校的師生曾與確診者有接

觸，部分學校自行決定停課。食肆及安老院舍也爆群組感染，其中坪

石邨“彬記粥麵美食”繼兩名員工先後確診後，再有食客中招，更出

現第三代傳播，以及引發另一間食肆佐敦“新發茶餐廳”群組爆發。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短時間出現多宗本地個案顯示香

港傳播鏈一直未有截斷。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承

認，香港已經出現第三波爆發。為此，特區政府決定率先收緊口岸管

制措施，以及檢視下周四屆滿的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公布，7日新增14宗確
診個案涉及十男四女，年齡介乎14歲至

85歲，目前累計確診個案增至1,299宗。九宗
為本地個案，其中四宗與早前已有兩名員工確
診的坪石邨“彬記粥麵美食”有關。

粥麵店群組大擴散
張竹君7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彬

記粥麵美食”繼日前有兩名員工確診後，7
日再有一名 58 歲的士司機（第 1291 宗個
案），本月1日曾光顧該食肆，再買外賣給
14歲兒子（第1295宗個案），兒子雖然未
過去餐廳，但同樣受感染。兩父子同住在
彩暉邨彩華樓。

該名58歲確診的士司機最近一周持續多
次接載其一名68歲、在佐敦“新發茶餐廳”
做侍應及收銀的男友人（第1289宗個案）上
下班。該名友人上月25日曾覺得不適，並向
私家醫生求醫，持續至本月6日因氣喘等，到
觀塘聯合醫院求診及後確診。而“新發”另一
名68歲任職的士司機的男食客，也初步確
診。張竹君不排除“新發”也有傳播鏈。

同時，“彬記”一名食客也確診。他是28
歲男子（第1297宗個案），本身並沒有病
徵，分別在6月30日及7月2日期間到過“彬
記”進食午餐，當他知道食店疑爆疫症後到私
家醫院接受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
7日還有另一宗涉及食肆的42歲確診男患

者（第1293宗），他是石門京瑞廣場“豐鍋
雞煲”廚師，居住在禾輋邨美和樓。張竹君呼
籲，本月1日或之後曾到過“豐鍋雞煲”的巿
民，若有不適應盡快求醫，亦可致電中心熱線

2125 1122或電郵至bottle@dh.gov.hk，索取深
喉唾液樣本瓶作檢測。

顯示香港傳播鏈一直未截斷
食肆爆發集體感染個案使食客人人自危，

不少幫襯過“彬記”的食客7日紛紛前往坪石
邨的衞生署街站領取深喉唾液樣本樽，使該處
出現長長人龍。有食客反映“彬記”沒有做足
防疫措施，張先生上月中旬時曾到“彬記”食
宵夜，進店時職員未有為他量體溫，店內亦未
有設隔板，“初初都冇諗過嚟攞（樣本樽），
見到話食客都中招，就開始擔心，所以特登落
嚟攞（樣本樽），驗咗沒事都安心啲。”
他續指說排隊約半小時才領取到樣本樽，

坦言：“排嘅時候都有啲驚，始終咁多人聚集
攞樣本樽，冇辦法，政府同你驗已經好好。”

黃加慶表示，6月連續一段時間都未出現本
地感染，但不能說傳播鏈已截斷。今次短時間出

現多宗個案“唔係幾好彩”，現時源頭不明個案
來自不同職業和地區，可以說香港已經出現社區
傳播，甚至社區爆發，估計社區傳播鏈一直未有
斷過，只是病毒水平低或傳播不頻密。

張竹君：限聚令有必要收緊
張竹君亦表示，社區傳播鏈很厲害，一

日內出現多個源頭，可以形容為“第三波”爆
發，她擔心會有社區大爆發，認為限聚令等措
施應該要收緊。 她又指，近期市民防疫有所
鬆懈，可能是之前限制嚴格，見到疫情稍微平
緩就恢復社交，“放假去好多地方，食飯、見
朋友、去街，都可以理解”，但這令個案源頭
較難追蹤，及產生更多密切接觸者。

她續說，觀察全世界情況可發現，最初以
嚴厲“禁足”防疫，都可有效阻止病毒傳播，
但每當放寬限聚令、恢復夜生活等，令人與人
接觸增加，便會出現疫情反彈風險。

香港九宗本地感染 五宗源頭不明

疫爆第三波 學生的哥安老院友中招

■■衞生防護中心衞生防護中心77日向傳媒介紹最新疫情日向傳媒介紹最新疫情。。左起左起：：張竹張竹
君君、、黃加慶黃加慶、、何婉霞何婉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有女院友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有女院友
確診確診，，是香港首例老人院院友確是香港首例老人院院友確
診個案診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船員機員到港恢復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冠疫情出

現反彈，香港7日新增的五宗輸入確診個案
中，兩名患者是從菲律賓抵港的男船員，他
們原屬獲豁免檢疫者，毋須家居檢疫。特區
政府7日舉行督導委員會會議，決定實施多項
加強措施堵塞漏洞，包括要求船員及機組人
員等豁免檢疫者，入境時必須接受病毒檢
測，措施8日起生效；抵港的外傭需到酒店強
制隔離14天，費用由僱主支付。不過於限聚
令方面，政府暫時維持相關人數上限及食肆
防疫措施，但於有需要時會收緊，同時會檢
視宗教活動豁免要求，擬於下周四措施屆滿
前會有公布。
7日的五宗輸入確診個案，其中一名52歲

男患者及一名36歲女患者從巴基斯坦來港，
其餘3人則來自菲律賓，包括一名31歲女外
籍傭工，以及兩名分別56歲及49歲、屬獲豁
免家居檢疫類別的男船員。

陳肇始：不明個案多勿鬆懈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7日傍晚會

見傳媒時表示，香港出現多宗源頭不明的本
地感染個案是重要警號，提醒全港市民不能
鬆懈，要繼續保持個人環境衞生，也有需要
強加口岸管制。

從8日開始，獲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和船
員在機場抵港後，必須前往亞洲博覽館收集

深喉唾液樣本，陳肇始指，機組人員佔獲豁
免檢疫者最大比例，有助堵截病毒傳入香
港。政府並要求船公司安排所有來港貨船和
客船的船員，必須要先在出發地進行病毒測
試，取得陰性結果後才獲豁免檢疫，違反有
關規定會被拒入境。

外傭隔離費用僱主畀 須再檢測
同時，外傭抵港前亦要進行病毒測試，

於抵港時需持有有效的檢測陰性結果，抵港
後須入住酒店進行14天強制隔離，費用由僱
主支付，外傭完成檢疫前需再做檢測，相關
政府部門會推出措施。
至於由高風險地區回港者的安排，陳肇

始表示，由於有航班接觸大量來自高風險地
區回港人等，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南非
等，並有相當高比例確診個案，帶來相當大
壓力，特區政府會與該等國家駐港領事，商
討以有序方式安排來自該地的港人返港，以
控制輸入個案數目。

兒童醫院建室料日增千檢測量
在提高病毒檢測能力方面，陳肇始表

示，局方正密鑼緊鼓在香港兒童醫院設立新
實驗室，每日可增加1,000個檢測量，積極爭
取本月內投入服務。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亦
正採購儀器及增加人手，預料下月起每日可

提供額外2,400個檢測，又會撥款給港大及中
大醫學院購置檢測儀器，下月可額外提供每
日約1,400個檢測。

在限聚令方面，陳肇始表示，社會對限
聚令人數上限的意見不一，有人指政府放寬
太快，亦有人要求廢除限聚令。但因應目前
的疫情發展，她認為有需要收緊限聚令措
施，亦會檢視宗教活動是否繼續獲豁免，及
處所的人數限制。
她續說，多個本地個案顯示進行不戴口

罩活動的風險相當高，有必要檢視限制餐飲
業務及表列處所的規例，因應營運模式、風
險，會研究收緊餐飲與娛樂場所的人數容量
上限及感染措施規定，擬於下周四（16日）
措施屆滿前發出新指示。

■陳肇始（中）表示，香港出現多宗源頭不明的
本地感染個案是重要警號，提醒市民不能鬆
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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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前言：談論到房地產投資，大部分的華
人同胞都非常有熱情，主要是相信 「有土斯
有財」 ! 房價之後的下一個問題是先問租金多
少, 甚麼時候才能有現金收入? 因為大家都希
望在買房投入大量的資本後, 能盡快回收現金
流! 那現金流又是不是投資房地產的唯一標準
呢？不盡然! 靠這3大秘訣搶先機，掌握 「房
地產理財」 。

【以租養貸，保值為先! 房地產養
成黃金】

房地產的投資，基本上是在於 「保值且
增值」 的概念，保值是第一要件，只要房地
產不賣，就不可能會有所謂 「泡沫化」 的問
題， 所以在入手你的投資物業時, 需先考"
Location" 以確認 「保值」 的要素! 房地產等於
是一個 「固定的資產」 ，因為變現的不易所
以說財產不會直接不見了。大部分的華人朋
友人多傾向於 「住宅投資」 ! 在休斯頓的休斯
頓業主得天獨厚, 房價低但租金高，就可以利
用收房租的方式來 「以租養貸」 ，只需要放
入頭期款，房客的房租就足夠付含本金利息
得月貸款額；但是，許多投資人常常在購房
時就先問 「現金流」 是不是馬上就能擁有呢
？不自覺地落入"近利”的窠臼了! 這就是所
謂的 「窮爸爸和富爸爸」 的思路不一樣，房
地產是一個 「長線」 的投資，不容易在短期
之內就看到回報的，財富的累積 「眼光跟時
機」 是關鍵因素；舉例來說，很多人會以比
較低的價格買入法拍屋，但買回來以後卻可
能需要投更多的錢進去，當然現金流就沒有
辦法馬上得到，必須能有預備金Reserves, 這
不是真正的賠，因為你還沒有賣! 事實上是在

「保值」 ，讓你在這個持有的過程之中，能
賺取未來更大的利益。

【跟著大咖走，洞察房地產投資
眼界】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是房產投資的
準則! 但當一個新的地區, 還在發展未成形的
階段時, 很多人都先持 「負面思考」 ! 其實購
買房地產時，週邊配套和商業發展是很重要
得，也就是所謂的 「大咖的視角」 ，為什麼
叫做大咖的視角，因為他們在進駐新興社區
前, 都已經做過專業評估了! 這是你自己的小
算盤永遠抵不過的，跟著大咖走可以充分受
益於 「以小搏大」 ，否則當你看到成形的商
圈, 周邊的建設時，其實先機已經錯過了! 是
的! 怨嘆著 「千金難買早知道」 ，問題是你是
不是早早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呢？換句話說與
其害怕與擔心時，不如學習大咖的視角，掌
握時機! 並且 「跟著大咖走」 ，基本上就不容
易在投資上面失利了! 因為你已經融入整個地
區的大圈裡面了。

【乘大勢浪潮，正向思考奪投資
先機】

「機會不是留給自以為是的人，更不是
留給要較勁的人」 Josie 這麼說。如果投資客
不斷地想要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事實卻
是 「大勢」 絕對會比你的想法更有力，最後
就算機關算盡，大勢永遠高過我們小算盤，
所以 「跟著大咖走」 並且保持正向思考的方
向，能夠更有效掌握先機。所以現金流是不
是立馬需要的標準呢？其實不盡然，任何獲
利的地產投資都需要時間! 那眼前利益重不重
要呢? 重要也不重要！所以論及每一個人的投
資角度還本身的資產的實力而言，透過 「大
勢」 也就是 「大咖的眼光」 來看這個至高點
，來掌握入場先機! 這樣你就能受益到房地產
投資中最大的利益點~ 「增值」 了!

【講者介紹】
聯禾地產的負責人Josie Lin (林承靜)女士

1992年由台灣來美的留學生，擁有賓州州立
大學管理學碩士，是註冊的國際商業地產投
資專家，並進一步成為房地產發展商。Josie
於2017年和2018年連續二年榮獲德克薩斯州
RE/MAX 經紀人前十強，並榮獲RE/MAX 休士
頓 TOP Commercial Producer 休士頓商業地產
第一名，是第一位在RE/MAX 休士頓工作的
亞洲頂級商業製作人，曾獲RE/MAX 千萬美
元資深經紀大賞，RE/MAX 名人堂得主，及
AREAA2016 Top A List 美國亞裔地產協會得主
。Josie 本身是美國夢實現的典範，她通過自
身的奮鬥，希望幫助更多的移民適應和聯結
美國的專業規則，使他們的“美國夢” 成真
!

聯禾地產的微信，獲得詳細的資訊。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630-8000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地 址 ：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電話： 346-998-8000
郵箱： josielinteam@gmail.com

休市房市停看聽系列休市房市停看聽系列((二二))
投資房地產只看現金流投資房地產只看現金流？？掌握先機掌握先機,, 持有投入達更大收益持有投入達更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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