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0年7月10日       Friday, July 10, 2020



BB22廣 告
星期五       2020年7月10日       Friday, July 10, 2020

KVVV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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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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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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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解惑專家解惑專家解惑專家解惑﹕﹕﹕﹕股市不穩股市不穩股市不穩股市不穩﹑﹑﹑﹑長期低率長期低率長期低率長期低率﹐﹐﹐﹐社保金社保金社保金社保金﹑﹑﹑﹑養老金養老金養老金養老金﹐﹐﹐﹐該如何長期佈局該如何長期佈局該如何長期佈局該如何長期佈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不僅對於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對於金融
市場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面對如今動盪
的局勢﹐一般民眾最希望的﹐不外乎就是
要保健身體﹑再來就是守好財富﹐究竟在
這樣股市起伏不定﹑市場低利率的情況
下﹐民眾該如何為資產佈局﹐長此以往才
不會使自己的荷包﹑退休金縮水﹖
低利率低利率﹐﹐股市下跌股市下跌﹐﹐及社保金流失現況及社保金流失現況﹖﹖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新冠疫情正在改變
全世界人們的生活﹐也給傳統金融市場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股市史無前例
的大幅震蕩, 猶記得在叁月初﹐七天之內
美股狂跌導致叁次熔斷﹐可謂是百年難
得一見﹒Delta Financial Services副總
裁萬果指出﹐經濟情勢的變化其實從去
年就開始了﹒美國10年期的國債收益
率在2019年一度跌破1.5%﹒隨著今年
新冠病毒的全球爆發﹑美聯儲連續降息﹐
在叁月中降到0的歷史低位﹐叁月底的
時候又通過了2兆的經濟刺激計劃﹒在
不久的將來﹐低利率在全世界範圍會成

為常態﹒

除了資本市場﹐作為美國人基本退休保
障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社會
保障金（Social Security）也拉起警報﹒
美國的政府相關部門在去年就公布了一
個報告中指出﹕「社會保障金﹐將在2035
年破產﹒」而聯邦醫療保險則在2026年
就會入不敷出﹒也就是說以後來自社會
福利這部分的退休金會自動減少﹐在醫
療方面的門診費和自付費用將會有增加
﹒
股市行情不穩定股市行情不穩定﹑﹑長期低率長期低率﹐﹐社保金還岌社保金還岌
岌可危岌可危﹐﹐如何考慮投資策略呢如何考慮投資策略呢﹖﹖
萬果指出﹐一般情況下﹐股票和債券是通
常的投資選擇﹒債券風險低﹐但是受低
利率影響﹐整體收益也會下滑﹔股票的專

業度要求高﹐風險大﹒當人們的年齡逐
漸接近退休年齡的時候﹐安全性和可預
期性會是他們看重的方面﹒
而有保證性退休收入﹐除了來自政府福
利的社保金以外﹐只有另外兩種﹕一種
是Pension﹐還有一種就是年金﹒Pen-
sion通常是美國政府公務人員享有的福
利待遇﹔以前有的大公司也會給一部分
的員工配置pension, 但是現在已經很少
有公司會有這樣的福利了﹒私人的退休
金其實就是年金﹒什麽是年金呢﹖年金
是個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合同﹒投保人
購買年金以後﹐從約定的時間開始﹐按照
約定的數額領取退休金﹐一直領到投保
人去世為止﹒
年金對投資者的幾大利多年金對投資者的幾大利多
萬果分析﹐年金主要的好處在於可預期
的固定收入﹐而且是終身的收入﹒也就
是說﹐只要投保人還活著﹐哪怕投保的本
金全部已經取完了﹐即使是金融市場下
跌﹐保險公司也必須按照投保時候所約
定的金額終身支付養老金﹒從稅務規則
來看﹐年金和401k /IRA賬戶一樣﹐也具
有延稅的優點﹐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年投
入的本金所獲得的收益不需要要交稅﹐
經過較長的時期這樣利滾利﹐它的收益
是非常可觀的﹒不同於401K或 IRA賬
戶﹐年金的存款沒有上限﹐可以根據自己
的需要進行投放﹒那麼哪些錢可以存到
年金裏呢﹖萬果指出﹐銀行賬戶裏的現
金是可以直接來買年金的﹒其他的退休
賬戶裏比如 IRA 賬戶﹐或者前公司的
401K賬戶﹐這些賬戶中的錢也可以一次
性轉入年金﹒
年金長期佈局年金長期佈局﹐﹐我何時才能領我何時才能領﹖﹖有無可有無可
能領不到能領不到﹖﹖
萬果提醒﹐領取年金的年齡必須符合59

九歲半以上﹐這是國稅局規定的取錢年
齡﹐只要符合這個年齡﹐年金的存放期並
不需要很久﹒在本金放進去的當年﹐或
者約定的幾年後﹐就可以領取固定收入
了﹒

此外﹐若是投保人在領取之前﹐就不幸逝
世﹐這種情況下受益人可以領取本金和
收益部分﹒或是投保人去世時﹐還有未
領完的余額﹐受益人也是可以領取的﹒
我適合購買年金嗎我適合購買年金嗎﹖﹖
對於普通的小企業主﹐或者普通的工薪
階族﹐不期待大額回報﹐但求穩定的可預
期的退休收入﹐萬果指出﹐年金是一個合
適的選擇﹒對於持有大量的高風險投資
的朋友呢﹐在接近退休年齡的時候﹐年金
也可以成為一個安全閥﹐一個安全的補
充配置﹒
另外﹐若因為身體原因無法購買人壽保
險的人﹐因為有的年金產品裏面包含了
長期護理的功能﹒或者已經有人壽保險
的人﹐可以用年金作為一個退休收入的
補充﹒年金一定不是高回報的投資﹐但
一定是穩健無風險的投資﹐在目前低利
率的金融環境下是合理的選擇﹒
總結來說﹐年金如今已經成為許多民眾
都切身關注的問題﹒若是想對年金方面
﹑資產布局有更深入了解﹐可洽Delta Fi-
nancial Services﹐聯 繫 郵 箱﹕Coco.
Wan@delta-financial.com﹒

中國經濟復蘇給全球創造機遇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危機，14

億中國人民眾誌成城、守望相助，構築

起同心戰疫的堅固防線，也推動了中國

經濟逐漸復蘇。近期以來，國際政要、

海外媒體、金融機構、專家學者等紛紛

調高對我經濟預期，希望中國經濟復蘇

給世界註入更多的動力和信心。今日起

，經濟日報推出“海外看中國· 中國經濟

復蘇利好全球”系列報道，反映國際輿

論和外資外企對中國經濟持續復蘇、推

動全球共創繁榮的高度關註和熱切期盼。

6月18日零點剛過，在電腦前已等

候多時的曉楓立馬清空了購物車，愛美

的她首次選購了摩洛哥護發精油。據統

計，中國電商平臺天貓“618購物節”

開售不到3分鐘，中國消費者就購買了

超過億元的進口商品，來自71個國家的

產品均銷量大增，超過4000個海外品牌

銷量實現翻番。其中，摩洛哥、冰島、

土耳其、挪威等國的商品銷量都實現了

3位數的增長。

5天後，世界貿易組織發布了更新

版《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指出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全球經濟，

今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大幅下滑，預計二

季度全球商品貿易將下降約18.5%。

在此背景下，中國消費者購物熱情

的重燃顯得尤為珍貴，中國經濟的有力

復蘇無疑將給全球創造機遇。正如阿聯

酋駐華大使阿裏· 紮希裏近日在接受經濟

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給世界經

濟疫後復蘇註入了動力、提振了信心”。

預計今年主要經濟體只有中國能正
增長

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活躍性驟降

，情況到底有多糟糕？世貿組織總幹事

阿澤維多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全球

貿易降幅是有記錄以來的最大降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認為，全球經

濟正“面臨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

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然而，危機中依然有曙光。“預計

2020年，主要經濟體中唯壹能夠實現正

增長的，只有中國。”6月24日，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更新內容時如此表述。

中國最新的經濟數據支撐了來自國

際機構的樂觀預測：5月份中國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已連續2個月正增長、服

務業生產指數由降轉升、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同比降幅大幅收窄……種種跡象

顯示，雖然整體經濟還未回歸正常水平

，但中國的復工復產成效初現，中國經

濟開始復蘇重振。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

率先復蘇給全球帶來利好。“這會幫助

全球經濟，我們需要更好的全球化、更

好的多邊主義，而中國能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

家吉塔· 戈皮那斯認為。

高盛首席日本股票策略師凱希· 松井

表示：“在嚴峻的經濟壓力下，需要中

國經濟來維持繁榮，世界是相互聯系的

。因此，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對世界幾乎

所有主要經濟體來說都至關重要。”

“中國可能是首批從疫情中恢復經

濟的國家，也能推動世界其他國家的盡早

恢復。”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經濟研究

局主任希羅· 阿姆斯特朗發表文章指出。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近日則載文稱，“中國

是後疫情時期經濟盡早復蘇的關鍵”。

“中國是可以學習的復工典範”
比爾· 蓋茨早在今年4月就公開宣稱

，“在中國超過壹半員工已經復工，中

國是可以學習的復工典範”。高盛首席

亞洲經濟學家安德魯· 蒂爾頓也曾表示，

作為首個受到疫情重創的國家，也是最

早解除封鎖措施的國家，中國為其他國

家提供了有益經驗。

如今，在不少跨國企業，“在華高管

被要求幫助公司總部領導全球業務重啟”

，這成為學習中國復工復產經驗的壹條便

捷路徑。英國《金融時報》5月刊文《中國

的“新常態”或將成為疫情後的主要“輸

出品”》稱，壹些西方企業表示，正通過

近期在華經營經歷來獲取經驗，以使緊張

不安的消費者和員工恢復信心。

例如，星巴克首席執行官表示，中國

正為有關新實踐提供“腳本”，如為倒班

前的咖啡師量體溫，這種做法或將用於開

始重新營業的美國門店。而美國車企福特

則將“(在中國的相關)規定延伸至歐洲，

並將在重啟全球各地業務時派上用場”。

事實上，測量體溫、佩戴口罩等行為

規範是中國復工復產最表面的操作經驗，而

“生命至上”理念才是中國復工復產的根本

前提，數字化經濟則是中國復工復產的重要

創新。後兩者才是更為重要的經驗。

中國有效的復工復產是因“生命至

上”基本理念得到踐行後而獲得的，因

此中國的復工復產是可持續的。2月底

以來，中國新增病例數量長期控制在兩

位數及以下，這才是提振中國及全球市

場信心的根本所在。換言之，疫情控制

不好，有效的復工復產就是奢談。

技術層面的經驗則是數字化的推進

。為了防止疫情復發，中國在復工復產

過程中不斷向數字化方向轉型，更多運

用了雲會議、雲交易、雲商務、雲旅遊

等手段，這為世界經濟提供了非常重要

的技術升級方面的經驗。

“帶動國際產業鏈恢復”
面對疫情，“中國制造”為世界貢

獻了自己的力量。“中國在這次危機期

間是主要的醫療用品出口方，這是很重

要的。”吉塔· 戈皮那斯肯定地說。

過去幾個月以來，面對醫療防控物

資“全球告急”的局面，我國產業鏈上

下遊及時聯動，復工、擴產、轉產、跨

界，防疫物資產能迅速躍升。中國作為

全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完整的全產業鏈

國家，為全世界出口了最多的口罩、呼

吸機和防護設備。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日前發表的文

章也強調，是中國產業鏈的完善支撐了醫

療物資的迅速生產。文章說，2月初，中

國口罩日產量1000萬只，為世界供應了壹

半的產量，壹個月後，這壹數字增加到近

1.2億只。壹只口罩所需材料和生產環節

復雜，如沒有完備的產業鏈和生產能力，

很難做到短時間內大量生產。

為全球抗疫提供物資保障，只是中

國產業鏈復蘇給世界帶來的壹個利好，

更重要的是，中國產業鏈復蘇帶動了國

際產業鏈的恢復。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

發展，各國上下遊產業鏈總是互利互補

、壹榮俱榮。“中國境內企業不僅迅速復工

復產，還幫助境外供應商恢復產能，帶

動國際供應鏈恢復。”美國消費者新聞

與商業頻道(CNBC)5月25日報道稱。

“目前中國重新成為美國最大的貿

易夥伴，這對美國農戶和其他出口商來

說是少有的亮點。中美擴大貿易能夠促

進全球產業鏈恢復，進壹步提振疫情下

的世界經濟。”《華爾街日報》6月15

日報道《中國是美國晦暗全球貿易形勢

中的亮點》如是說。

14億人口市場向世界敞開

“現在買，不要等，以後沒有。”保

加利亞商務領事王思系著圍裙，在中國電

商平臺拼多多直播間裏，壹邊教大家如何

用保加利亞的紅酒來燉豬肉，壹邊用中文

說道。6月8日起，來自塞爾維亞、拉脫維

亞、黑山、斯洛文尼亞、波蘭、捷克、斯

洛伐克、波黑、匈牙利、保加利亞等10個

中東歐國家的駐華大使、領事和參贊，組

成歐洲外交官“直播天團”，向中國消費

者推銷本國特色商品。

“波黑人口僅350萬人，而這壹場

直播在線觀看人數就達到了我們國家人

口的七分之壹，太給力了！”波黑共和

國駐華大使塔裏克· 布克維奇十分感慨。

據統計，截至6月9日下午直播結束，外

交官直播的累計觀看人數已經超過了

200萬。

在壹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

的當下，中國卻選擇不斷擴大開放，向世

界敞開14億人口市場，與世界共同分享增

長紅利，全球經濟無疑將因此受益。

例如，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今年上半年中國汽車銷量的逆勢增長為

多國車企帶來珍貴的盈利。英國《金融

時報》網站5月11日刊文《中國汽車銷

量近兩年來首次增長》稱，全球汽車制

造商都強調，中國是糟糕透頂的市場中

的壹個亮點。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大

眾汽車公司近日說，中國的需求已經接

近於去年同期水平。中國是該公司盈利

性最強的市場。而日產公司4月份的在

華銷量也實現了同比增長。

開放市場，中國誠意十足。盡管面

臨風險，中國仍決定今年繼續舉辦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聞此消息，新加坡工

商聯合總會執行總裁何鳴傑表示，很多

深受疫情影響的國外企業盼望經濟能迅

速恢復，在此環境下，今年的中國進博

會將成為壹個很重要的重振生產和消費

的平臺。韓國出口企業振興協會會長康

元植表示，疫情之下，許多國家都在尋

找新機遇，中國進博會將成為恢復世界

貿易活力的重要平臺。

中國是機遇不是威脅，是夥伴不是

敵人。面對疫情帶來的巨大困難，中國

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壹邊，攜手各國共

同抗疫、復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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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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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哈佛大學和麻
省理工學院周叁（7月8日）提起聯邦訴訟，對
特朗普政府決定禁止國際學生留在美國在線上
課的決定提出質疑。

該大學向波士頓聯邦法院提起的訴訟旨在
阻止聯邦移民局強制執行該規則。 這些大學認
為，該指令違反了《行政程序法》（Adminis-
trative Procedures Act） 和 移 民 與 海 關 執 法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規
則。因為官員們沒有提供合理的依據來證明該
政策的合理性，並且因為沒有通知公衆對此事
發表評論。

特朗普政府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周一通知各大學，
如果今年秋天他們的學校完全在線運營，國際
學生將被迫離開美國或轉學到另一所大學。 這
些學校不會向學生發放新簽證，而大學同時提
供在線課程和面對面課程的其學生將被禁止在
線上所有課程。

該指南說，即在秋季學期間流行爆發迫使
他們的學校在線教學，國際學生也不會被豁免
。

該指南在哈佛大學宣布將于今年秋天在線
上課的同一天發布。 哈佛大學表示，該指令將
阻止哈佛的5,000名國際學生中的許多人留在美
國。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科（Lawrence Ba-
cow）表示，該命令是未經通知的，其“殘酷性
”僅因其“魯莽” 而通過。

巴科在星期叁的聲明中說：“看來，這樣
做的目的是故意給大學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
今年秋天開放校內教室進行面對面的指導，而
不考慮學生、指導者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 “這是在美國創下每天新感染病例數的新記
錄之時，自 7 月 1 日以來已報告了 300,000 例新
病例。”

該指南激起了全美大學的強烈反對，他們
說，國際學生在他們的社區中占有重要地位。
許多學校也開始依賴國際學生的學費收入，他

們通常要支付更高的學費。
去年春天，在冠狀病毒迫使他們的學校轉

移到網上後，這使成千上萬的國際學生陷入困
境。根據指導，那些在線上學的學校必須“離
開該國或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在面對面的指導
下轉到其他學校”。

數十所大學表示，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面
對面開設至少一些課程，但有些人認為這樣做
太冒險了。南加州大學上周取消了將學生帶到
校園的計劃，稱課程將主要或專門在網上教學
。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起訴聯邦政府封鎖國際學生的ICE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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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落户广州天河“港澳青年之家”不到一年，

广州我城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打入资本市场。“内地有更广阔的发展市场，

在港澳青年之家，我们项目发展更顺利。”公司

联合创始人、澳门青年黄咏诗满怀信心。

横跨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平台蓬勃发展。

13 家粤港、粤澳青年创业基地吸引 752 个港澳团

队入驻，50 多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不断壮大。

横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的机制持续完善。

1 亿元广东省科研资金“过河”支持 9 家港澳机

构项目，10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成，粤港联合

资助计划累计支持项目 174 个。

横跨粤港澳，创新要素流动的通道加速畅通。

“一地两检”通关模式落地，粤港海关“跨境一锁”

计划有效便利货物往来，粤港、粤澳合作办学项

目“多点开花”。

平台建设

50多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蓬勃发展

从 2016 年首次来到广州南沙，短短 4 年间，

香港青贤智汇创会主席谢晓虹不仅自己创业成

功，还吸引带动 7 家外资企业入驻南沙“香港青

创空间”，涵盖航运物流、文化传播、商品贸易、

教育教学等领域。

在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像谢晓虹一样，215

个港澳青年创业团队正奋发追梦。“‘南沙速度’

提升港澳青年创业温度！”谢晓虹说，这里概念

好、市场大、政策足，未来将朝着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网红”的目标前进。

港澳青年乘风破浪，三地政府“建桥搭台”。

“广东正全力推进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基地体

系建设，联合、协调港澳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青年

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广东省港澳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广东省港澳办数据显示，目前，广东与香港

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分别共建首批 10 家粤

港青创基地和 3 家粤澳青创基地，已入驻香港、

澳门青年创业团队 518 个、234 个，分别吸纳香港、

澳门创业就业人员 921 人、252 人。

同时，广东已建成广州粤港澳（国际）青年

创新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前海深港青年

梦工厂等 50 多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为了让港澳青年安居乐业，广东将港澳创业

者纳入内地创业补贴扶持范围，进一步拓宽港澳

学生就业渠道。在粤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可享

受就业补贴、租金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等扶持

政策，并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

当地存缴住房公积金。

最近 5 年，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时

常带着不同的青年创业团队往返粤港两地。“短

短几年，香港已经涌现几千家初创公司。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创业潜力大，营商环境好，给了他们

‘上游’的绝佳机会。”邱达根说。

一代又一代港澳青少年“接力”，踏足广东、

认识广东。2015 年以来，广东累计吸引港澳青少

年 33 万多人次来粤深度交流，统筹实施青少年

交流合作重点项目。

机制创新

超亿元科研资金“过河”支持9家港澳机构

“国之重器”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开放

运行后，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家知名高

校纷至沓来，在此开展实验，取得丰硕的研究成

果。

科技创新“强强联合”，有效带动粤港澳大

湾区高质量发展。当前，粤港澳三地依托粤港、

粤澳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科技创新联动取得新突破：

——合作机制持续优化，更多粤港澳企业、

机构享受改革红利。

广东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出台“科

创 12 条”，在全国率先提出一系列具有超前性、

突破性的政策措施。科研资金“过河”，2019 年

省财政跨境拨付科研资金累计超过 1 亿元，9 家

港澳机构获益。

——重大基础设施开放共享，三地形成更大

创新合力。

广东已建成 10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

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全省 8354 台（套）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设备向香港多所高校、科研机

构开放共享；建立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实现对包

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城市全覆盖，服务港澳地区

用户近 200 家。

——科技交流与创新合作更加紧密，促进创

新要素进一步自由流动。

广东落实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税负成

本大幅降低。同时，粤港联合资助计划累计支持

项目 174 个，总金额达 1.74 亿元。

设施联通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正逐步成型

今年 6 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印发《广东省

内海关全面落实两会部署 支持广东稳住外贸外资

基本盘若干措施》明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口岸

改造建设，落实深圳湾口岸 24 小时通关，在深

圳莲塘口岸复制推广“一站式”通关模式。

口岸改造建设加速，折射粤港澳大湾区着力

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自由流通。

往来于粤港澳，跨境设施“硬联通”基础日

益坚实。

港珠澳大桥开通运营，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

岸启用，“一地两检”模式极大便利两地居民出

行。深圳湾口岸将分三步实现 24 小时通关，皇

岗口岸重建工程启动，重建后将采取“一地两检”

及更加便利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

路建设规划加速推进，将进一步便利港澳与内地

的联系。

粤港海关“跨境一锁”计划启动，至今已覆

盖香港国际机场等 12 个主要清关点、广东境内

6 个公路口岸和 53 个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涵盖大

湾区内地 9 市。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跨

境一锁”试点货车中，平均每日约有 10 车次货

物无需在香港陆路口岸查验。在香港段，可节省

约 20 工作小时的查验时间；在内地段，每次进

口通关时间节省约 26 分钟。

生活在粤港澳，社会民生“软联通”水平不

断提升。

率先实现广东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

取消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许可、解决来粤未就业

港澳居民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便利

港澳居民购房政策……一系列政策逐步实施，为

港澳居民在粤生活、就业创造便利。

广东还积极推进与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公开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全

省可招收港澳青年的高校达 54 所；25 所中小学

校开设港澳子弟学校或子弟班，其中广州市首试

在公办学校、百年名校中开设。

横跨粤港澳三地，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正逐步成型。（陈晓 昌道励）

 港澳青年“乘风破浪”
在大湾区圆创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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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憶父親
「憶昔孩提騎父背， 此情此景念

千回。 夜闌雨滴模糊下， 隱約嚴親
入夢來。」

人到老年，回憶多多，何況儒生
如我，文墨滿腦，遇上佳節，未來進
食，先念父親，作詩如上為念。

上個5 月份第二個周日的母親節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嚴峻，內子以生
命健康為重，當天留在家中，沒有往
中國城任何一間酒家去食餐，為我
「慳錢」 （一笑）而剛過去的6 月14

號第三個周日，是今年的美國父親節
。休士頓疫情經己緩和下來，內子代
表兒子，請我外出飲茶食宴，以示慶
賀。我當然是 「卻之不恭」 中午過後
，從城外驅車30 多咪，直達百利大
道上的金冠大酒家。

從停車塲上走出來時，我放眼一

看，在金冠酒樓的方向上，車位不多
，這說明此時此刻，佳節當前，華人
家庭，總會走到戶外，盡興一下。入
到大堂，蹤目四顧，食客當然不似往
昔星期天的高朋滿座、談吐熱哄，但
情況絕不似我擔心中的冷落，因為也
有約二十多枱食客，星羅棋布地坐在
餐樓的四面八方，做足市政府所要求
的 「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e), 因
為當天是父親節，所以觸目所見，大
枱枱數不少，人數多是7 位及9 位。
細枱方面，則似4、5 位居多，我一
笑對太太說： 今天雖然是父親節，不
過對我倆而言，仍然似情人節，因為
家中也是僅得我倆出現，兒媳遠住達
拉斯，未能參與。太太只笑不語。

夫妻二人坐下，即取來枱面上的
消毒液，灑在雙手上後，才拿起菜譜
，商討一下當天午餐的菜式。太太乃

台山人氏，每次飲茶，蠔皇义燒飽定
無遺忘，因為此乃昔日故蠔慣例：
「食飽包食飽」 ，歷久不忘。何況金

冠酒家的义燒飽，飽大皮薄肉香，令
人難以抗拒。除此之外，我至愛的韮
菜豬紅、白灼牛栢葉、五香金錢肚、
臘味蘿蔔糕、豉汁蒸鳳爪、鮮蝦滑腸
粉，鮮蝦咸水角，亦在點心之列。 到
此一刻，太太在一旁細聲問我： 「你
真想食個仔只車呀！單是點心也叫上
八款，還要不要點正餐菜呢？ 」
「Why Not?( 點解不要），我兒闊佬

，父親節當然任老豆我大擦一頓。我
選上主菜梅菜扣肉，乾炒牛河、椒塩
多春魚三味，若是吃不完，打包回家
，晚上再食。受疫情侵襲影響，沒有
上金冠兩個多月，今次正好借父親節
，補償一下呀！

往昔我入到金冠，一定會跟馮老

板、William 經理及一眾侍應打個招呼
，接着，我也會走近廚房，向頭廚佳
哥及廚房工作人員招手。不過今次我
沒有這樣做，因為此時此刻仍在開門
營業，人手十分緊張，我不想打擾他

們，但我心中想向他們說一句：在此
艱險時候，仍然 向食家供獻上精美食
品，真的是難能可貴，我回返家中，
定揮寫好今期 「為食書生」 ，向金冠
致意！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父親節日上父親節日上 金冠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王朝旅遊為您的回家之路保駕護航王朝旅遊為您的回家之路保駕護航：：最新的最新的77月超月超
值經濟艙來了值經濟艙來了！！！！ 紐約紐約//舊金山舊金山//溫哥華溫哥華//墨西哥墨西哥//芝加芝加

哥哥--日本日本--福州福州

特推價 人民幣￥55000（壹個登機
箱，不含托運行李）

人民幣￥60000（含壹件托運行李
，第二件托運行李+ 人民幣

￥2000）
1. 紐約/舊金山/溫哥華/墨西哥/芝

加哥出發
2. 提供護照首頁+全款出票，當日

出票
3. 確保已有連續14天的健康碼

4. 航班取消全額退款
5. 每人最多托運行李兩件，托運
不超過23KG，行李需提前確認，
可安排直掛福州，轉機不出機場
王朝旅遊為您的回家之路保駕護

航！

(小編按: 作者是在 6 月下旬分享這
篇文章，時至今日，休斯頓確診案例每
日已經超過八千以上，讀者更需謹慎面
對)

就目前看起來，Covid-19病毒延續
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很多！儘管疫情很糟
糕，但新冠病毒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另類
的視野。幾個月以來，大家一直被要求
限制戶外活動、進行社交疏散、避免大
型聚會等等。但是你是否想知道這種病
毒對我們有什麼啟發？讓我們花點時間
分析這種病毒如何以不尋常的方式影響
我們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

走出戶外鍛鍊
在整個疫情流行之前，每個青少年

都被 「困」在手機上。現在，由於疫情
的發展，人們（尤其是青少年）開始了
解踏出家門的價值與重要！有機會走到
戶外。你看到了什麼？你看到許多人騎
自行車、跑步、或散步，比冠狀病毒爆
發前的人多得多！冠狀病毒讓青少年和
其他人走出門，在外面鍛煉身體、呼吸
新鮮空氣，注意自己的健康，並從陽光
下吸收維生素D。

自由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個人，我也意識到，大家將自

由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州長格雷格•
阿伯特（Greg Abbot）建議，除非有必
要，否則所有德州人都應該待在家裡，
因為新冠病毒已在德州傳播開了，並創
下歷史新高。 5月，當復工開始逐步開
放時，我們所有人都感到自由，但是我
們沒有意識到，開放後確診案件一下子

就增多了，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回到
失去自由的狀態。這是休斯頓的醒鐘。
德州州長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ott
）敦促大家應採取預防措施。在沒有可
用的疫苗情況下，我感到經濟需要緩慢
而穩定地開放。如果大家不想再次失去
自由，請注意現實情況！

認真戴口罩
以下是應對疫情流行的一些建議。
許多人仍然沒有戴口罩。大家需要

認真對待 Hidalgo 法官戴口罩的規定，
因為這能限制新冠病毒傳播給別人的機
會。前幾天，我走進一家藥房，除了我

的家人之外，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這
是無法接受的！如果每個人都堅持戴口
罩的規定，事情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只
需要一個人（你）即可停止傳播，病毒
將被消滅！

確保社交距離
我的另一項建議是商業場所重新開

放的速度太快了，因此，你在進入任何
一家店之前，請確保遵循所有的規定。
問題是，許多企業和餐館沒有始終如一
地執行戴口罩的規定。這些地方需要開
始張貼更多的告示牌，讓顧客知道，一
定要戴上口罩，並確保社交距離，彼此
之間不要太過擁擠。休斯頓剛剛有報導
提到，自從Memorial day以來，確診案
件數量增加了 126％！真是太多了！這
並非說我不希望經濟開放，大家需要正
確地採取步驟和預防措施才可。

避免成群結隊地開會
我最後的觀點是，許多人仍在成群

結隊地開會。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彷

彿都恢復了正常！其實，這現象只是呈
現大家沒有採取正確的預防措施來防止
確診數量上升。因此，請確保與他人保
持社交距離、戴口罩，限制新冠病毒的
傳播，聚會時每次以 10 至 15 人為一組
，不要大批一起聚會。

感謝你閱讀、關注和喜歡我的文章
，以獲取有關covid-19的更多信息，以
及從14歲的角度來看如何讓自己忙碌！

原文如下:

Houston 10k coronavirus
cases in two days!

What can you do to help?
From a 14 year old’s

perspective
By Diya Belani

Looks like the Covid-19 virus is here to
stay longer than anticipated! Although that
sucks, this virus has put some things in

perspective for us. For months we have
been asked to limit going outdoors, per-
form social distancing, avoid large gather-
ings etc. But have you wondered what this
virus has taught us? Let’s take a moment
to analyze how this virus has impacted our
lives in different ways, especially the lives
of teens. Before this entire pandemic start-
ed, every teen was stuck to their phone.
Now, because of this situation, people (es-
pecially teens)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stepping outside the house!
Step outside for a moment. What do you
see? You will see many individuals riding
bikes, running, or walking a lot more than
before covid-19! Covid-19 has gotten
teens and other people out of the house to
exercise, be mindful of health and get
loads of vitamin D from the sun.

What I, as an individual, have also real-
ized, is that we are taking our freedom for
granted. For example, Greg Abbot has rec-
ommended that all Texans stay home un-
less otherwise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re-
cord highs this virus has spread in Texas.
In May we all felt free when things started
to open up, but what we didn’t realize is
a sudden spike in cases means w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losing our freedom.
This is a wake up call Houston. Texas
Governor Greg Abott who has urged us to
take precautions. With no vaccine avail-
able I feel the economy needs to open
slowly and steadily. If you don’t want to
lose your freedom yet again, the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Here ar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handle
this widespread pandemic. People are still
not wearing masks. You need to take
Judge Hidalgo's mask rule seriously be-
cause it will limit the chances of Covid-19
spreading to others. I walked into a phar-
macy the other day, and a lot of people
were not wearing a mask other than my
family. This is UNACCEPTABLE! If
even one person adhered to the wear a
mask rule it would make a complete dif-

ference. All it takes is one person (you) to
stop the spread and the virus will get elim-
inated!

Another recommendation I have is that
places are reopening too fast, so you
should make sure you are following all of
the rules that are in place before you walk
in.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businesses
and restaurants are not enforcing the mask
rule consistently. These places need to start
putting up more signs, telling customers to
wear a mask if they aren’ t,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place is not too crowded.
Houston just reported a 126%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since Memorial day!
That’ s a LOT! It’ s not that I don’ t
want the economy to open up, we just
have to take the right steps and precautions
to it correctly.

The last viewpoint that I have is that many
people are still meeting in large groups.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it is like every-
thing is back to normal! This just shows
that we are not taking correct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amount of cases rising. So
please make sure to keep your distance
from others, limit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by wearing a mask, and meet in groups of
10-15 people at a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and subscribe, follow,
and lik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ov-
id-19 and how I keep myself busy from
my 14 year old perspective!!!

在兩天內休斯頓居然增加一萬個病毒確診在兩天內休斯頓居然增加一萬個病毒確診
你能幫上什麼忙你能幫上什麼忙？？從從1414歲的角度來看歲的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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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媒报道，随着欧洲新冠肺炎疫

情逐步趋稳，非法入境移民开始猛增，

5月非法入境欧盟的移民大约有4300人

。让欧盟长期头疼不止的非法移民问题

再次成为欧盟关注的焦点。

移民持续增加

近日，德国丰克媒体集团援引欧洲

边境管理局的一份报告称，今年1月至

5月，非法入境欧盟的移民人数为3.16

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与此同时

，5月，通过土耳其入境希腊的东地中

海路线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数量是4月

的8倍。

作为难民涌入欧洲的“前线国家”

之一，意大利已经感受到不断增加的压

力。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指出

，2019年上半年难民登陆意大利的人数

约为1800，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上升

至5400多。

突然激增的非法移民人数，迫使欧

盟采取紧急措施。

当地时间5月26日，欧盟通过两项

决定，分别与黑山和塞尔维亚两国就边

境管理合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欧盟

下设的欧洲边境管理局将能够在两国同

意的情况下，进入到两国同欧盟的交界

区域展开联合行动。欧盟表示，这一协

议旨在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尤其是应对

跨境人流的突然变化和跨境犯罪，以加

强欧盟外部边界的安全。

希腊政府近来也收紧难民政策，包

括加速遣返难民程序、修建海上屏障等

，以此应对难民及非法移民持续涌入的

挑战。

带来更多风险

“非法入境移民数量激增与欧洲国

家逐步解除疫情防控措施有关。前段时

间，受到疫情影响，欧洲国家纷纷实施

边境管控。目前，随着疫情出现缓和迹

象，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或即将解除疫情

相关的边境管控措施。之前积压数月的

非法移民及难民问题再次出现，尤其是

一些边境国家将在短期之内面临明显压

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副所长王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称。

5月中旬，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各

国采取分阶段的方式重新开放边境。受

疫情影响而几乎全部关闭的欧盟各国边

界陆续“解封”。为了重振因疫情而受

损的经济，意大利政府近日还推出一项

“2020至2022重启计划”，包括对境内

非法移民的特赦，允许其从事农畜业、

家政等相关行业。

“欧洲国家希望在防控疫情和经济

发展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因此采取了开

放边境、重启经济等各项举措，这在某

种程度上增加了疫情再次暴发的风险。

例如，检测、甄别进入欧盟边境的移民

，本身工作量就很大，一旦出现新冠病

毒感染者，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

成本。”王朔指出，边境开放带来的非

法移民增加问题，将使欧洲国家面临较

大压力，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国家内部民

粹主义情绪上升并激发其他社会矛盾。

“疫情已给欧洲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很

多国家因为疫情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

非法移民的涌入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负

担。”王朔说。

激化内部不和

近日，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马

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地中海5国联合要求

欧盟，尽快制定统一的难民政策，并建

立协调机制妥善解决难民的分配、救援

和安置问题。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使移民接收国的收容能力

受到挑战，需要欧盟国家进一步加强团

结和政策协调，并及时建立统一的难民

和移民转移安置机制。

王朔指出，欧盟还将在未来较长时

间内面对棘手的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

“总体来看，引发这一问题的地区冲突

依然存在，如果叙利亚、利比亚、阿富

汗等国的武装冲突得不到缓解，来自那

些地区的非法移民和难民还将继续涌向

欧洲。此外，欧盟的难民政策需要与其

外交政策、财政政策等相协调，但目前

看来，欧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难以

在短期之内找到一个有效的综合应对协

调机制。”

近年来，非法移民及难民问题日益

成为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和稳定的“老大

难”问题。今年4月，欧盟法院裁定波

兰、匈牙利和捷克在2015年拒绝接收和

安置难民的行为违反了欧盟法律。

“欧盟内部围绕难民问题一直争吵不

断。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非法移民

和难民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因素叠加

，可能产生更多衍生问题，进而引发欧盟

内部更为激烈的争吵。”王朔说。

欧盟重现非法移民激增势头

只需25万美元，就能获得一张海

外身份证，让孩子避开高考“独木桥

”，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这样

的故事，建议您千万别信。

随着欧美发达国家买房投资移民

政策的收紧，近两年，一些小众、偏

冷门国家成为中介机构推荐名单上的

常客。除了投资门槛低之外，孩子能

以外籍生身份免试参加国内高考也常

被拿来作为推荐理由。记者调查发现

，免试绝不等于没有成绩要求。教育

部新近出台的政策也重申，内地居民

移民后以留学生身份进入国内高校学

习，必须满足最近4年之内有在外国

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的记录。

一本土耳其护照轻松上清华

“有高中学历，成年年纪，汉语

五级，外加一本境外国籍护照，你便

能大摇大摆地走进清华的校门了。”

这是董女士在一家中介机构的移民项

目上看到的信息，推荐的目的地是土

耳其。

按中介机构介绍，土耳其是市场

上价格最低的投资移民之地。外籍人

士只需投资25万美元用于买房，并且

3年内不出售，就可获得土耳其护照

。而取得土耳其护照的最大好处之一

，就是可以让孩子以“国际生”的身

份，免试上清华、北大。

“您的孩子离清华北大，也许就

差一本土耳其护照的距离！”这句话

，打动了董女士的心：“购房移民是

不是能帮孩子减轻点压力？”

免试不等于没有成绩要求

一切真如中介机构说的那么容易

？记者查询了2020年北京大学留学生

的招生简章。简章中明确列出，除了

汉语水平外，还有标准化考试成绩要

求。以SAT举例，这是由美国大学委

员会主办的考试，北大提出申请人需

达到SAT-I总分1400分(含)以上，要求

参加写作；另须提供三门课程考试成

绩，科目不得近似或相同。

“所谓的免试，只是不用参加校

方举行的笔试，但需要递交高中毕业

考试成绩单以及SAT、A-Level等国际

通行的标准化测试成绩或各国高考成

绩。”小学随家人移民澳洲，现在清

华大学念本科的Joshua Tam回忆，很

多成绩都有全球排名或基准线。他当

年就提交了很多获奖证书以及其他大

学的offer作为参考，而且还要提供其

他材料并参加面试：“我们那一届全

球就招300多个人，并非随便就能申

请成功。”

“外界说通过一个简单的汉语水

平考试就能申请，肯定是误会。”

Joshua表示，这些附加材料并非筛选

学生的重点，关键还在文化成绩。

“事实上，清华的录取方式也跟很多

国外大学，比如常青藤联盟的学校录

取国际本科生类似。学校选择学生的

背景会更加多元，也会更全面考察综

合素质。”

同时，Joshua对纯粹为绕开高考

而移民的做法并不太认同。“学生时

代时外籍身份会让你有少许优势，但

毕业之后，如果想要留在国内工作，

这一身份反而可能成为障碍，在就业

机会的选择面上要窄得多。”

还得实际居住两年以上

实际上，通过投资等途径获得外

国国籍或永久居住签证，从而避开国

内高考的“国际高考移民”现象，已

经引发业内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

事长俞敏洪就提到，要通过升级外国

留学生的认证条件、改进外国留学生

招生培养机制、确立外国留学生学业

水平基准，来防范“国际高考移民”

现象愈演愈烈、损害教育公平。

俞敏洪建议，进入“双一流”建设

序列的高校，必须制定高于教育部来华

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和留学生学业

考试的录取标准。教育部应每年发布资

助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各地

方各高校奖学金的监督评价报告，确保

享受奖学金的外国生源与中国籍学生具

备同等学业能力水平。

就在4天前，教育部对修订出台

《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

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国际学生进入

高等院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申请资格

进行了调整。新政明确，自2021年起

，祖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

湾居民在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申请

作为国际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

段学习的，除符合学校的其他报名资

格外，还应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

籍证明文件4年(含)以上，且最近4年

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的记

录。

同时，对部分学生取得外籍身份

后依然在国内读书的情况，新规也明

确，对目前在国内高中就读的部分父

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学

生，不符合在外国实际居住时间限制

的，只可以外国侨民身份在有关省份

申请参加高考。

记者注意到，很多中介机构推荐

的“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就属

于此种情况。按照政策，投资人在马

来西亚银行存入30万马币后就可获得

长期签证，子女可以华侨身份参加华

侨生联考。但目前，华侨大学和暨南

大学两所大学均已明确，自主招生不

接受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身份考生。

专家表示，投资移民的政策时常

会有变化，提醒家长仔细分析，不要

轻信中介机构。

25万美元就能避开高考“独木桥”？
购房移民真没那么美

在疫情过后，很多人都比较担心移

民加拿大要求会变多。那么情况真的会

这样吗？

其实从总体上看加拿大政府一直鼓

励海外移民，并且对海外移民表示欢迎

，但是为了应对如今糟糕的经济形势和

较为难堪的现状，肯定还是会对部门移

民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的。

所以我们依然认为最快下个月最晚

秋天，其他各省都会相继出台类似收紧

政策。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

1.减少配额

大部分要求低的项目配额本来就很

少，一般一年也就只有几千人而已，比

如新开的农业试点，有的省只有几百，

而最多的也不过是2000+。再减少，不

知道还有没和作的必要了。

2.提高英语要求

这一项已经应验，魁省新政：对申

请人配偶提出语言要求，移民申请人的

配偶将必须证明其具备4级法语的口语

水平（A2级别）相信很快这一条会在

很多省效仿。

3.缩少职业类别

说实在的，这个对留学生和技术移

民影响比较大，说白了阿省两年前就干

过这事，现在的后遗症就是有些学生今

年毕业了有可能因为专业问题就移不了

民。

4.增大审核力度

大家都知道BC省有过造假先例，

另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移民局的手段

还会从打分，学历，居住要求，资金，

不能一步到位先拿工签等等。

所以对于很多渴望登陆到枫叶国的

伙伴们，你要是想登陆的话，就应该尽

快提交相关方面的申请，加快自己的申

请节奏，这样才有机会登陆到枫叶国。

而当你来到枫叶国之后，你将享受到

优质且种类丰富的福利方面的补贴和完善

而全面的医疗体系，在生活方面每个人都

能够得到最为基本且靠谱的保障。

面对着现在移民加拿大要求还不是

很多的情况，而且这段时间申请人数也

比较低的利好时期，还是要尽快提交相

关移民材料的。

疫情过后，移民加拿大要求会变多吗？亞裔青商會再次發放以五亞裔青商會再次發放以五
十五歲以上及需要的人士十五歲以上及需要的人士
為主的布質口罩及餐點為主的布質口罩及餐點

(休士頓,Texas州）–Harris縣行
政書記官辦公室提醒市民，提前投票
將於7月10日星期五結束。在提前投
票的最後一天，整個Harris縣的所有
57個投票所將保持開放到晚上10點
為止，以方便有家庭和工作忙碌的選
民投票。以便讓他們的意見被聽到。
您 可 以 至 HarrisVotes.com/Wait-
Times，查詢離您最近的投票所並查
看等待時間。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
lins說：“我鼓勵所有選民利用提前

投票的最後一天以及延長開放時間進
行投票，這是在選舉日之前親自投票
的最安全方式。” “您可以使用
HarrisVotes.com上的“等待時間工
具”來避免排長隊，並查詢及打印您
的個選票樣本，以便隨身攜帶到投票
站。我們已採取了一切安全預防措施
，以確保您在投票時的安全。如果您
表現出COVID-19的症狀，我們建議
您在路邊投票，避免進入投票中心。
”

請謹記，如果您在3月3日的政

黨初選中投票，則只能在的政黨決選
中投選同一黨派。如果您沒有參加三
月初選，則可以在的政黨決選中投選
任一黨派。政黨決選的獲勝者將有資
格參加11月的普選。

為了所有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安全
，所有投票中心都已建立了安全措施
，以實現社交距離管控。並且為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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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為選民提供了指套，
以供投票時使用。並且提供免費的面

罩給沒有帶面罩的選民使用。.
截至7月8日，113,751選民已經

完成投票。每日非官方投票結果將發
佈在HarrisVotes.com網站上。將在7
月14日選舉當日，投票結束後公佈非

正式結果。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

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和 In-
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com。

20202020年年77月政黨決選提前投票將於週五結束月政黨決選提前投票將於週五結束
，，投票時間是從上午投票時間是從上午77點到晚上點到晚上1010點點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於五月月份發放免費
口罩，博得善心人士及領取人的眾多好評。
在更多善心人士的委託下，積極策劃特再訂
於七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相同地點雅
苑6968 Howell Sugar Land Houston, Tex-
as 77083 發放布質口罩，此次將以五十五
歲以上或是有特別需要的人士為主，先到先
得，發完為止。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張嘉文特別感謝
Center Point , 亞裔青商基金會，胡小蓮女
士、施蓉蓉女士、 united Healthcare、
State Farm Insurance Steve Yang 以及雅
苑等等的贊助。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會長張嘉文領導下
，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不論是救災行動，
提供救災物質，探視養老院長者，或是青少

年中途之家的関懷，食物銀行的義工，青少
年獎學金的發放都不缺席，堪稱是社區中相
當活躍的社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疑問請電鄭雅文832-236-5049 or 張
錦娟832-236-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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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景天科多肉

植物，就是被景天科多肉的色彩所

吸引，关于多肉增色的小技巧，很

多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下面我们就

来探讨一下，如何让多肉增色，希

望大家看完之后会有所收获。

多肉在正常状态下，植株体内都

有一些花青素，不过叶绿素含量高，就

会掩盖了花青素，认为让多肉增色的原

理就是，将植物体内的叶绿色破坏掉，

花青素的颜色就会显露出来，不同的色

素分布在叶片中，就会成为果冻色。

一、日照

充足的光照是多肉增色的关键

，这里说的光照是直射光，不是透

过玻璃或者其它透明物体的光，因

为玻璃会反射一些的紫外线。这也

是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的多肉一直放

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却不怎么变色

的原因，一般露养的多肉要比室内

的多肉更容易变色，当然要在不晒

伤多肉的前提下。

二、控水

这一点很多肉友都知道，不让

多肉处于吸饱水的状态，就会自然减

少它绿色的光泽，能够减少叶绿色的

形成，自然也就会达到变色的目的。

三、温差

景天科多肉在大温差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变色的，这是因为花青

素在温度越低的时候，pH值越低就

是它变红的原因（保证多肉成活的

温度下），这也是在春天和秋天的

时候多肉会变得非常艳丽的原因，

当然大温差认为控制起来比较难，

也不太好把握度。

四、人工生物肥

景天多肉会吸收胡萝卜素，胡

萝卜素能够改变多肉的颜色，将胡

萝卜洗净切块，然后煮熟，冷却

后放到塑料瓶中发酵，放到温暖

的地方，一般一个月左右就能够

发酵完全，之后就可以稀释来浇

多肉了，它的叶片会出现原本不

会出现的颜色，非常的奇特。

简单几招让多肉出状态
了解原理就不难！

英国皇室的统治者们从不孤单，他们

身边总是跟随着值得信赖的宠物朋友。多

位君主在官方肖像画上抱着自己的宠物，

甚至有的君主为了心爱的宠物修改法律，

《每日星闻报》6月24日发文介绍了

历史上英国王室养宠物的各种趣闻。

对英国女王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她独

宠短腿柯基犬，甚至有一部影片名字就叫

《女王的柯基》。从七岁开始伊丽莎白女

王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只柯基犬，到了九

十岁高龄的今天，她一共养过三十多只柯

基，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居家宴会，女王

身边总是跟随着几只短腿萌物。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也养了很多宠物

。从金毛巡回犬提莉到英国可卡犬洛普，

还有他们的孩子小王子乔治和小公主夏洛

特最爱的仓鼠马尔文。

今日网络上经常会有人为更喜欢猫还

是狗进行争论，偏爱猫和狗的不同立场也

被戏称为“猫党”和“狗党”。

而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英国大部分统

治者都是坚决的“狗党”。

查理二世非常喜爱西班牙垂耳猎犬，

他以自己的名字为它们命名，甚至颁布了

一项皇家法规，规定西班牙猎犬可以在整

个王国境内畅通无阻，甚至可以进入国会

，任何人不得阻拦它们。

利用配种技术杂交培育出某些特殊功

能的新型犬种，似乎是现代社会才开始的

。而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繁殖犬

只的方式就极为普遍。

博美犬原本体型要大得多，维多利亚

女王希望宠物犬和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从

而通过犬只杂交，培育成功了她最喜爱的

迷你博美。

到了晚年，维多利亚女王共拥有35只

迷你博美犬，最爱的一只叫图丽，在她弥

留之际图丽一直陪伴在身边。

猫也是深受皇家喜爱的宠物，泰国王

室和埃及王室都以爱猫著称，虽然英国王

室明显更为喜爱狗，但历史上也曾养过一

些猫。

维多利亚女王给她的孩子们养了猫作

为宠物，利奥波德王子曾经有一只叫雪莲

花的小白猫。

爱德华七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王后曾

经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猫拍照。

而女王的表亲，肯特郡麦可亲王的妻

子大概是当今王室的唯一“猫党”，她养

了好几只暹罗猫和缅甸猫。在她70岁生日

的时候，抱着一只猫拍了官方肖像。

除了常见的猫狗，历史上的英格兰统

治者们还拥有奇奇怪怪的动物，从变色龙

到猴子，豪猪到北极熊甚至狮子，

英国历史上第一家动物园是亨利一世

建造的。为了安置其他国家送给他的珍奇

动物，他在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Wood-

stock）建立皇家动物园。

当时动物园里有猞猁，狮子，猫头鹰

，骆驼甚至豪猪。

一个世纪后，皇家动物园迁址到伦敦塔

。王室后代们作为礼物收到的各种珍奇动物

一直被养在这里，延续了大概600年。

亨利三世收到过三只狮子，一只北极

熊，甚至一头大象。这也是自从罗马时代

以来大象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

这只北极熊当时被允许就在护城河里

游泳。

亨利八世的第一个妻子，阿拉贡的凯

瑟琳养过一只猴子作为宠物。她非常喜爱

这只猴子，在绘制官方肖像画的时候也抱

着它。

伊丽莎白女王小时候，蒙巴顿勋爵

(Lord Mountbatten)从海外带回来一只变色

龙，女王和妹妹玛格丽特公主都非常喜爱

这只变色龙。

两位小公主轻轻托着变色龙在皇宫里

嬉戏，据说玛格丽特公主把变色龙放在一

本德布雷特红皮书上，兴奋地看着它他变

成红色。

而有时候饲养宠物也会带来一些不必

要的法律纠纷。

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从小就喜欢

养马，甚至在八十年代参加过奥运会的马

术项目。

安妮公主六岁的时候曾经从前苏联收

到一只熊崽作为礼物，而她的哥哥查尔斯

王子收到的是一匹小马驹。

遗憾的是她不能在皇宫里养熊，这只

名为尼基的熊被送到了伦敦动物园。

安妮公主也非常喜欢狗，养了好几只

牛头梗犬。

牛头梗犬是具有攻击性的犬种，刺激

之下会狂暴地撕咬攻击人类和其他犬类。

2002年安妮公主养的一只名叫点点

（dotty）的牛头梗在公园里咬了两名儿童

，她也因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控罪犯的

皇室成员。

虽然最终朵朵得以幸免于被安乐死，

但安妮公主被勒令必须随时牵好狗绳。

这还没完，几年后安妮公主另外一只

名叫弗洛伦斯的牛头梗又犯下大错，咬死

了女王最年老，最心爱的一只柯基犬，

同样是这只叫弗洛伦斯的犬还曾攻击

过一位女仆，可谓惹是生非的恶犬。

猫，狗，猴子-甚至北极熊！
英国皇室珍奇宠物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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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乒乓
球隊名將許昕，日前首度於個人社交平台公開了
自己兒子的正面照。
由於疫情的原因，一眾國乒成員接近半年沒

有時間休息，今年大年初二參加德國公開賽後便
直飛卡塔爾參加卡塔爾公開賽，並於比賽中取得4
金1銀好成績；完成比賽後，國乒還轉赴澳門訓
練，直至6月中旬才回到廣州。

根據內地媒體報道，國乒成員最近終於可以
回家並享受15天的假期，其中在上年9月宣布愛
兒誕生喜訊的許昕，就於個人社交平台公開了自
己兒子的正面照，照片中許昕被兒子的腳架在自

己的臉上，兩人
均 笑 得 十 分 開
心；許昕並留言
道：“該來的總
會來的，只是沒
想 到 來 的 這 麼
快。”盡顯當父
親的愉快心情。

許
昕
首
公
開
愛
兒
正
面
照 ■許昕公開和

愛兒合照。
許昕微博圖片

新季中超
單場比賽可換5名球員

正在江蘇省方山體育訓練基地集
訓的中國國家射箭隊舉行了射箭項目
東京奧運會模擬賽，雖然國家隊選手
包攬了全部冠軍，但國家隊韓國籍總
教練李王雨仍然對弟子們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他表示，通過前期訓練，隊
員們的能力確實有了很多進步，但實
戰中心理變化帶來的一些影響還是沒
能把控得很好。
本次比賽全面模擬奧運會，目的

就是給因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封閉訓練
的隊伍提供實戰機會，檢驗前期訓練
成果，查找問題和不足。從結果來
看，國家隊表現不錯，雖然來參賽的
省區市隊伍中不乏曾進入過國家隊的
高水平選手，但國家隊仍然包攬了全
部五項冠軍。其中在男子個人賽和混
合團體均包攬前四，女子個人賽拿下
前三名，參加團體賽的男女各三支隊

伍也全部晉級四強。
李王雨說，通過加強體能訓練和專

項訓練，隊員們的能力確實有了很多進
步，從實際技術狀態看，處於很高的一
個水準，但在面對比賽的時候，心理方
面的把控能力還不是很好。通過這次比
賽能評估運動員的心理把控能力，也能
幫助確定下一階段的訓練方向。
在本次比賽中，地方隊一些年輕選

手表現不俗，江蘇女選手檀伊凡、寧夏
男選手孫權等均有不錯的發揮。李王雨
認為，這些年輕選手的實力、技術有很
大進步，但在淘汰賽中仍然表現出有所
欠缺的部分，需要進一步彌補短板。他
同時透露，國家隊也有計劃在後期的訓
練中招收更多年輕運動員和國家隊選手
一起訓練，這對後續的一些國際賽事備
戰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華社

東奧東奧射箭模擬賽結束射箭模擬賽結束
國家隊員心理把控待提高國家隊員心理把控待提高

日前在上海舉行的2020中超聯賽俱樂部總經理會議

上，中國足協公布新賽季中超聯賽首階段賽事將於7

月25日至9月28日進行，聯賽降級名額由原來的

2個減至1.5個，“外援註冊及上場辦法”總體

沿用此前確定的“註6報5上4”的規則。考慮

到疫情對賽程安排造成的影響，中國足協確認各

隊單場比賽的報名總人數由18人增至23人，單

場比賽各隊可累計替換5名球員。

實行多項新例
會上，中國足協向與會中超各俱樂部

老總們通報了新賽季中超聯賽籌備
情況。根據協會向各俱樂部下發的《2020
中國平安中國足協超級聯賽手冊匯編》相
關內容，新賽季中超聯賽首階段賽事將於
7月25日至9月28日進行。新賽季中超聯
賽將確認沿用升降級制度，但降級名額由
原來的2個減至1.5個，屆時將會有降級
附加賽和升級附加賽。
本季中超聯賽“外援註冊及上場辦

法”總體沿用此前確定的“註6報5上4”
的規則。但鑒於疫情期間不同俱樂部外援
歸隊情況不同，因此規定兩隊交手時，若
一方僅報名1名外援或沒有報名外援，那
麼另一方最多只能上場3名或2名外援。

除了外援政策外，中超聯賽本土球
員出場辦法也值得各俱樂部關注。就在
會前前一天，中國足協向中超各俱樂部
發去通知，每家俱樂部獲准持有“封閉
區證件”及“非封閉區證件”的人數分
別為60人、10人，其中每家俱樂部獲准
領證的球員最多30人。
這意味着即便賽事受疫情影響賽程大

幅壓縮，中國足協也將維持“中超每隊同
時報名30人”的球員報名上限規定。不

過也正是考慮到賽程過密，平添球員遭遇
傷病的機率，中國足協決定對單場比賽各
隊報名人數額度進行調整，由原先的最多
18人提升至23人。而這顯然與國際足協
有關“疫情期間各隊單場比賽可累計更換
5名球員”的規則精神相契合，中國足協
也緊跟國際足協腳步，在中超聯賽進行過
程中執行這一新規。

U23政策保持不變
新賽季中超聯賽U23本土球員政策保

持不變，也就是說，每隊比賽期間自始至
終都至少保證1名U23球員在場上。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足協
在上海召開的會議上，亦公布了新一季中超的
一些賽程和比賽細則。16支參賽隊伍將以蛇形
排位，兩組各有8支球隊，在兩個賽區（大
連、蘇州）進行雙循環比賽。第一階段共有14
輪，共112場賽事進行。
足協於會上亦公布了各中超球隊會在哪

個賽區比賽，其中大連賽區方面，將有廣州
恒大、江蘇蘇寧、山東魯能、河南建業、大
連人、廣州富力、上海申花和深圳佳兆業參
賽。
至於蘇州賽區方面，將有北京國安、上

海上港、武漢卓爾、天津泰達、重慶當代、
河北華夏幸福、青島黃海和石家莊永昌參
賽。
比賽場地安排上，大連賽區正式比賽場地

為大連人足球青訓基地比賽場、大連市體育中
心體育場、大連市金州體育場。蘇州賽區的正
式比賽場地則為蘇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
場、蘇州市體育中心體育場、昆山市體育中
心。

足
協
公
布
賽
程
及
比
賽
細
則

陳
戌
源
：
力
求
賽
事
健
康
有
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足
協主席陳戌源8日表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
確保聯賽期間不發生一起疫情。
陳戌源表示，足協會盡一切努力保障

職球員安全：“我們要確保聯賽期間不發生
一起疫情，力求賽事健康有序，力求聯賽公
平精彩，向全國人民展現新的中國足球形
象。”此外，陳戌源亦談到了新季中超的升
降班問題：“從情感上來說，升降班與否都
可以是方案，但是從足球發展規律上來講，
即便再大困難，也要遵循規律，規律要戰勝
情感，因此升降制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多支球隊的外援或外教亦

已逐步回歸。其中6月22日抵達上海並開始
集中隔離的北京國安的外教根拿斯奧已解除
觀察；在過去周一啟程從巴西返程的兩位外
援奧古斯圖和費蘭度，亦已安全抵達上海浦
東國際機場，並開始進行為期14天的集中
隔離，國安所有外援和外教都已經歸隊。至
於江蘇蘇寧主帥奧拉羅和三位外援。在結束
14天隔離並通過核酸檢測後，日前亦已正
式歸隊參加球隊訓練。■各隊單場比賽的報名總人數由18人增至23人。 新華社

■聯賽降級名額由原來的2個減至1.5
個。 資料圖片

■蘇州奧體中心將上演中超比賽。
蘇州奧體中心官網

■陳戌源誓要確保職球員健康。 新華社

■女子聯隊選手檀伊凡在比賽中。 新華社

■國家一隊選手戴小祥在比賽中。 新華社

■新季外援政
策將為“註 6
報5上4”。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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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華醫藥》欄目是中國電視媒體中唯一一檔向海內外傳播中國傳統
醫藥文化的大型電視健康欄目。欄目以“關愛生命健康，服務全球華
人”為宗旨，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在全面反映中
華傳統醫學博大精深的同時，也關註當代中華醫學對世界的貢獻。

本期節目：《中華醫藥》正骨理筋祛骨傷：頸椎腰椎病為何越來越多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中華醫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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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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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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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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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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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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7月10日       Friday, July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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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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電視 網絡日報 一把抓
編輯 記者24小時待命

全程報導！

我們和您一同共寫歷史！

戴口罩. 戴手套. 測體溫. 報異常. 守紀律. 保距離

不走親不訪友不聚餐. 在家鍛煉身體好

祝您健康！

美南新聞
疫情期間為您加油

美南日報美南電視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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