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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硬件軟件建設持續發力 貨櫃吞吐量全球十連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港貨櫃吞吐量十

連冠，首次躋身國際航運中心排名

前三強。11日，最新版《新華-波

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

（2020）》發布，上海超越香港

排名僅次於新加坡和倫敦，而以上

海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航運中心，則

保持了良好的上升勢頭，全球航運

資源配置能力加速“東移”。

指數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航運中心城市綜
合實力前10位先後分別為新加坡、倫敦、

上海、香港、迪拜、鹿特丹、漢堡、雅典、紐
約-新澤西、東京。其中，亞洲佔據5個席位，新
加坡已經連續7年奪冠，上海則由於在航運硬件
和軟件建設上持續發力，首次位列三甲，而香港
因多項指標有所下降，排名下滑至第四。
報告指，近年來世界經濟重心和國際航運

中心“東移”的趨勢日益清晰。相較於2019年
的亞洲排名，有11個城市的排名有所上升，佔
亞洲樣本總量的61.11%。其中，東亞地區表現
尤為出色，在13個樣本城市中，上海、香港、
東京位列前十，第二梯隊寧波舟山、廣州、釜
山、青島分別位於第11位、第13位、第14位和
第15位。

近半百強貨櫃企在滬設分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在不斷改善港口硬件

設施的同時，航運“軟實力”也取得重要突破，
供應鏈節點地位與高端航運服務功能加速融合。
2019年，上海港貨櫃吞吐量達4,330萬標箱，連
續十年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上海的海事律
所合夥人數量已經達到629人，位居全球第四，
接近一半的世界百強貨櫃公司選擇在上海設立分
支機構，上海航運保險業務規模首次超越老牌保
險中心香港。“上海港的優勢可以說是科技+數
字化+航運政策，同時在航線規劃上，上海港的
布局位居第一，相信未來洋山港的開發，無人自
動化碼頭大貿易量還將上升，屆時上海港吞吐量
業績將全力奔跑向更高的排名。”航運界網副主
編馬暉這樣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港航業受到直接

衝擊。但上述報告指出亞洲尤其是東亞的貨櫃運

輸已逐步恢復，經濟活動重現活力。展望未來，
國際港口協會（IAPH）預計，疫情帶來的一項
重大影響是推動港口加快數字化改造，提升諸如
到港停靠優化、貿易促進等方面工作的效率。

此外，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
年第二季度中國航運景氣報告則顯示，雖然中國
航運業仍處景氣分界線以下，但疫情對其影響已
經大幅減弱。中國航運景氣指數編制室主任周德
全介紹，船公司、航運服務企業普遍預計三季度
貨運需求將企穩增長，船舶周轉率將大幅提升。
而隨着疫情影響減弱，料貨櫃海運將率先復甦。

滬港各有優勢 可共拓國際市場
對於滬港航運發展，上海海事大學教授張

婕姝表示，滬港兩地在國際航運中心發展過程中
各有優勢，她表示，香港在“一帶一路”沿線建
有廣泛的聯繫網絡，熟悉國際貿易規則；上海則
在自動化碼頭設施建造和運營、智能裝備、信息
化服務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上海和香港航
運企業可以一起走出去，積極探索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港口投資經營，拓展中國港口的
網絡布局，使香港和上海共同深入參與到對外運
輸大通道和國際物流體系的建設中。”
張婕姝指出，上海在自動化碼頭、大數據

應用、信息平台搭建方面等新技術領域擁有較好
的發展勢頭，而香港在金融環境，自由港的便利
化管理等方面都值得上海學習，上海和香港航運
界的合作由來已久，但一直側重於相互投資的
“內部循環”。“未來的合作，應該轉向攜手共
進，共同參與國際競爭，合作開拓市場。具體來
講，應該面向國際競爭，面向涉外業務（特別是
中國資本在境外發生的業務），面向打造規則和
話語權。”

中國造船業三大指標世界居首

■■上海首次躋身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前三強上海首次躋身國際航運中心排名前三強。。圖圖
為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動化碼頭為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動化碼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儘管全球海運業
受到疫情較大影響，中國船舶工業仍處於新周期回升
階段，上半年中國造船業三大指標仍居世界首位。
7月11日是中國航海日，自然資源部公布最新

海洋經濟數據顯示，中國海洋船舶工業呈向好發展
趨勢，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但在全球仍具競爭力。
全球權威航運造船機構公布上半年數據顯示，中國
造船業三大指標均居世界首位，新承接訂單量佔全
球承接份額的65.4%，手持訂單佔全球訂單量的
48.3%，完工交付量佔全球的37%。

據自然資源部發布《2019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

公報》，2019年中國海洋船舶工業止降回升並實現
較快增長，重點監測的規模以上海洋船舶企業營業
收入比上年增長13.5%。全年實現增加值1,182億元
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1.3%。

中國船舶工業協會副秘書長譚乃芬說，受國內
外疫情影響，年初造船完工量出現大幅下降。隨着
金融機構下單提供支撐，中國造船業當前承接新船
訂單量約佔世界的70%，較去年同期提高十多個百
分點。“目前船舶工業處於新周期回升階段，疫情
只是回升階段的一個陡坡，回升的趨勢不會改變。
全年來看，中國船舶工業市場能夠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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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中國經濟政策務實精準

“您可以使用政府發放的消費券，

滿50元減10元，我們店裏會按照1：1

的比例再減10元。”在北京壹家必勝客

披薩店裏，服務員耐心地講解著，因為

她發現，小小的消費券給店裏帶來不少

生意。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

困境，各國紛紛出臺政策，刺激經濟復

蘇。壹些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達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美聯儲甚至實施驚人的

無限量化寬松。相比之下，中國的經

濟政策顯得十分務實。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在題為《中國有別於其他國家，

走自己的擺脫危機之路》的報道中指

出，“中國所采取的措施溫和，但卻是

最佳方案”。

“最佳”的結論，留待歷史去檢驗，

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采取的經濟政策

務實精準、以人為本，不僅能紓眼下之

困，也有助於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不搞大水漫灌 政策以人為本
“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動印

鈔機用大量流動性來填補經濟窟窿相比

，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著眼實體經

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俄羅斯

衛星通訊社在報道中表示。希臘《新聞

報》也發文稱，中國決策者避免了采取

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轉而采取更有針

對性的幹預措施，以促進中國經濟的深

度發展。

很多外國媒體在報道今年中國兩會

時註意到，今年中國的《政府工作報

告》非常罕見地沒有設立GDP年度目

標，而是提出“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

“六保”成為了許多經濟政策的出發點

。為了確保政策直達基層，《政府工作

報告》明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

加積極有為，壹定要把每壹筆錢都用在

刀刃上、緊要處，壹定要讓市場主體和

人民群眾有真真切切的感受；穩健的貨

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創新直達實體

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務必推動企業便

利獲得貸款，推動利率持續下行。

在諸多利好政策中，1萬億元的財

政赤字和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尤為

引發海內外關註。這些錢怎麼用？中國

政府多次強調，這2萬億元要全部轉給

地方，資金要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

利民，決不允許截留挪用。

此外，還有壹個大數目也引起了市場

的振奮——中國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

負超過2.5萬億元。新加坡《海峽時報》

網站發布報道，稱中國的經濟救助計劃

是“以人為本”，重點提到的就是中國

為中小微企業削減成本的政策措施。

以人為本，道出了中國經濟政策的

出發點和落腳點。保企業就是保就業，

保“飯碗”就是保民生。疫情發生以來

，為了給企業紓困減負，中國出臺了壹

系列實招硬招。就在近日，政策再次加

碼，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利率下調

，企業社保減免政策的實施期限也得到

了延長。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精準

的政策“滴灌”讓中小微企業得到了

實實在在的幫助，也保住了許多人的

“飯碗”。

力保消費市場 利好全球經濟
消費券，成為了今年中國消費市場

的熱詞。6月6日上午，北京消費季啟動

儀式在王府井拉開序幕，100多億元企

業消費券、22億元政企消費券開始發放

，在京的中外消費者均可領取。

“發行惠民電子消費券的經驗值得

俄羅斯學習。”俄羅斯亞洲工業企業家

聯盟主席維塔利曼克維奇表示。澳大利

亞東亞論壇網的報道《中國是後疫情時

期經濟盡早復蘇的關鍵》認為，中國的

消費券借助數字技術發放，高效、靈活

、易追蹤，能因地制宜，針對特定的行

業。

消費利好政策遠不止於此，中國國

家發展改革委正在采取大力推動商品消

費優化升級、全面促進服務消費提質擴

容、加快培育新型消費、積極擴大綠色

健康節能環保消費等諸多舉措來提振消

費。

全球化監測和數據分析公司尼爾森

中國區總裁Justin Sargent近日指出，近

期壹系列數據說明中國消費市場已顯示

復蘇跡象。這將為中國經濟發展註入新

的活力，也將為全球經濟帶來曙光。

疫情壓力之下，中國仍繼續敞開市

場大門，與全球共享增長紅利。此前，

中國已確定於11月初舉行第三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在倒計時150天之際，

企業商業展簽約展覽面積已超過規劃面

積的90%，部分展區“壹位難求”。6月

，《關於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的

公告》出臺，提高了免稅購物額度，擴

大了免稅商品種類。

加大開放力度 攜手共創繁榮
6月中旬，支付企業巨頭美國運通

正式落地中國，成為了國內首家獲得銀

行卡清算業務許可證的外卡組織。

疫情按下了世界經濟的“暫停鍵”

，而中國仍堅定擴大開放，攜手世界共

同前進。美國運通落地中國幾天之後，

中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再次瘦身，從

2019年的40條縮減到了33條。這是中國

政府連續第四年對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

單進行壓減，凸顯了中國對外開放政

策的壹以貫之。而在 6 月 1 日，《海

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出

臺，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邁出關

鍵壹步。

此外，今年中國還要推出第四批重

大外資項目，而且將協調服務給予用地

、環評、規劃等方面支持保障。

春江水暖鴨先知。諸多跨國企業已

充分感受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誠意。美

國榮鼎咨詢集團最新報告顯示，外企對

中企的並購交易在過去18個月達到了10

年來前所未有的規模。近期以來，高通

、強生、埃克森美孚、霍尼韋爾、嘉吉

等美國企業也紛紛加快在華布局。

與中國對外開放同步發展的，是

中國營商環境的不斷改善。世界銀行

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2020》顯

示，全球190個經濟體中，中國營商環

境排名第31位，較前壹年大幅提升15

個位次。

意大利費列羅集團中國區總經理馬

如城對此深有感觸。2月10日，意大利

費列羅杭州工廠成為杭州市首批核準復

工的企業之壹。他告訴記者，杭州錢塘

新區相關負責人多次走訪工廠，實地了

解工廠復工復產情況與相關需求。此外

，3月份，位於上海徐家匯的費列羅中

國總部辦公室還收到徐家匯街道營商中

心捐贈的4800只壹次性醫用口罩，用來

支持費列羅意大利總部抗疫。

關鍵時刻，中國的作為體現了大

國擔當，展現了自信、負責任的大國

形象。

中國和巴西企業家熱議經貿抗疫合作
綜合報導 由中國駐巴西大使館、駐裏約熱內

盧總領館聯合中巴多家機構共同主辦的“國際抗疫

合作系列研討會”，7日成功舉行“經貿抗疫合

作”專場，中巴企業家通過視頻會議方式，探討雙

方如何加強抗疫合作，拓寬合作範圍和層次。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劉作章在研討

會上表示，中巴兩國同為發展中大國，地方層級的

交流合作潛力巨大。中巴雙方可繼續以友好省州市

等機制為渠道，以與抗疫緊密相關的產品、服務和

技術為起點，拓展雙方經貿合作的範圍和層次，有

效加強地方經濟、園區經濟、特色經濟等方面的對

接成效。

中巴企業家委員會巴方主席內維斯指出，最近

10年來，中國壹直是巴西最大貿易夥伴和主要外資

來源國，中國對巴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新冠疫情給各國經貿合作制造了很多障礙，希望巴

中企業界能充分利用雙方互補性加強合作，拉動兩

國經濟快速增長。

國家電網巴西控股公司總經理常忠蛟表示，疫

情暴發以來，公司制定了周密的疫情期間電網運行

和檢修工作預案，全力保障當地電力供應。同時，

積極回饋當地社會，開展醫療物資捐贈，支援當地

政府防疫抗疫工作，得到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充分好

評。

中海油巴西公司總經理盛建波認為，油氣行業

夥伴間風險共擔、合作共贏是很好的合作模式。中

海油、中石油與巴西石油公司等共同運營裏貝拉項

目，經過協同努力，項目在簽字後短短5年內就開

始生產，在全球深水項目裏首屈壹指。

來自巴西石油公司、淡水河谷公司以及徐工集

團巴西公司、洪橋集團巴西SAM公司、華為巴西

公司等企業的負責人也在研討會上發言。

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3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早年日韓風席捲亞洲，韓國“造星工廠”成為懷揣明星

夢的年輕人心之所向；近年來內地的《創造101》《偶像練

習生》等造星綜藝也層出不窮，“養成系偶像”產業鏈和文

化孕育而生。曾是國家田徑選手、歌手及藝人，現時淡出幕

前的柳妍熙，夥拍成實外教育，共同投資1,500萬元（人民幣，下同），創

辦了SL國際藝人練習生統訓學院，希望通過一系列的選拔、培訓和實戰，

打造出亞洲首間國際頂級練習生統訓學院的品牌，為一眾青少年搭建一個專

業的追夢平台。

柳妍熙介紹，其創辦的學院會為旗下的每個學
院提供專業培訓、升學及造星一站式課程體

系。

御用老師包括鄭丹瑞周杰倫
統訓課程全部由國際專業大牌導師親自到港

授課，除了有曾路得、鄭丹瑞等導師，也有來自
美國、韓國和日本的導師，如周杰倫、米高．積
遜的御用老師等。若未來有機會，將參與兩岸三
地電視節目的錄製及演唱會等。
不過，並非任何想要成為偶像的青少年都能成

為學院的學員。6月底舉行了第一輪學員選拔，雖
然因為疫情有許多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海
外選手不能到場參賽，短短20多天的報名期內，就
有共超過100人次的報名。柳妍熙直呼“超過預
期”，選手所展現的才藝和能力也超過大家想像。

學員需通過甄選 培訓逾1年
學院初初創辦，她計劃首階段先選拔出一定

的甄選班，目標對象是3至28歲，進行1至3個月
的甄選課堂，只有通過這個課程後，才有機會進

入最後15至20名的正式學員，進行長達1至3年
的正規系統的練習生培訓。她預計，首階段甄選
課堂的費用介於1萬至3萬多元，長久的培訓計劃
費用，則需要等首批學員產生後才能有定論。
就初輪選拔而言，柳妍熙覺得現在的青少年

都十分有目標、有毅力，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許
多選手雖然展現才藝的時候非常緊張，但身後不
乏鼎力支持的父母和家人。這群年輕人若能獲得
專業的統訓和難得的機會，一定有能力成為有實
力和影響力的偶像。

選址香港 吸納兩岸三地人才
即便如今營商環境疲弱、全球經濟環境都轉

差，她依舊十分看好練習生統訓學院、“養成系
偶像”產業鏈的發展，且對自己創辦的學院有足
夠的信心。
她直言，早年就有許多家長為助子女實現明

星夢，報名海外練習生項目，結果上當受騙，損
失慘重。自己創辦這間學院就是希望以香港為基
地，更便捷地覆蓋兩岸三地以及東南亞國家，為
“追夢者”提供舞台和機會。

相比曾經的運動員、藝人身份，柳妍熙似乎更
享受院長這個管理者的身份，即使這意味着一切都
要親力親為、從聚光燈下轉到幕後，從零開始。疫
情期間的選拔她更是臨陣做了帶班導師，篩選參賽
選手，更要現場錄製選手們的才藝，與導師一同決
定去留。
柳妍熙告訴記者，採訪前一日，她獨自一人在

辦公室做課程安排表，直到凌晨3點，這也幾乎是

她這段時間，籌備選拔、安排老師課表、鑽研課程
內容的常態。但她並不覺得太辛苦，當運動員的經
歷讓她具備了更堅韌和更抗壓的能力，無論遇到什
麼困難和逆境都能堅持走下去。
藝人的身份也能讓她在安排課程、和學員交流

的時候，更加設身處地為他們着想。“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永遠不是大話，她希望自己的親
身經歷，能成為學員培訓、成長道路中的一盞指路
明燈，讓他們少走彎路，少犯錯誤。
由於課程內容一般以3至10個月為準，柳妍熙

還要擔當起為海外學員安排住宿、照料生活的任
務。她笑稱自己如同“N項全能”一樣事無巨細，
裝修學院的每個擺設和細節都是親力親為。

她也十分感恩各路名師的加盟，即便受到全球
疫情的困擾，各地的導師也沒有取消課程內容。在
籌備學院期間，能充分發揮這些年積累的電影、娛
樂、媒體和老師資源，教授想要入行的後輩應該擁
有何樣的能力和水平。

做過運動員藝人 柳妍熙不怕從零開始

■■ SLSL國際藝人練習生統訓學院國際藝人練習生統訓學院66月底舉行了第月底舉行了第
一輪學員選拔一輪學員選拔，，2020多天的報名期就有逾多天的報名期就有逾100100人人
次的報名次的報名。。

▼▶

柳妍熙曾經是運動員和藝
人，創立明星培訓學院，希望
自己的經歷能成為學員培訓、
成長道路中的一盞指路明燈。

柳妍熙明星學堂

追 夢疫世無阻疫世無阻
造 星投身投身 產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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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全新改版後的《中華情》致力於“以歌傳情＂

節目介紹：
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CCTV-4）一檔60分鐘的歌唱綜藝欄目，每
周面向全球推出一期綜藝音樂盛宴。全新改版後的《中華情》致力於“
以歌傳情”，每期邀請四組來自海內外的歌手現場演唱，經過故事講述
、歌曲演唱兩個環節，由觀眾現場打分，累計心動指數贏得驚喜。《中
華情》“以歌傳情、為你心動”，等你來！

《中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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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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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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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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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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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中斷險營業中斷險營業中斷險營業中斷險」」」」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律師律師律師律師﹕﹕﹕﹕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疫情期間﹐﹐﹐﹐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企業保險理賠出現了什麼樣的現象﹖近
來熱議的「營業中斷險」又是什麼﹖保險
契約中﹐「病毒條款」對疫情之下的理賠
造成了何種影響﹖本台獨家專訪到了德
州執照律師﹑以及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來帶民眾深入了解﹒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何謂何謂「「營業中斷險營業中斷險」」﹖﹖「「病毒條病毒條
款款」」是什麼是什麼﹖﹖

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Monty Hsu指出﹐
疫情之下餐飲業﹑旅遊﹑租車行業﹑娛樂
等﹐都受到不勝枚舉的影響﹒他提出﹐近
來保險中的「營業中斷險」可謂是許多企

業﹑零售商家都密切注意的﹐這種保險能
保護被保人﹐在遇到停業的時候﹐可以讓
保險公司支付公司開銷與營業利潤﹐聽
起來對於疫情期間受損的商家﹐似乎有
很大的幫助﹒然而﹐疫情發展至今﹐並不
是所有企業都受到病毒保護的原因是因
為﹐許多保險合約中會添加「病毒條款」﹐
因為從SARS與豬流感的前車之鑑中﹐保
險公司意識到疫情這種天災人禍是無法
預測的﹐於是這項條款便應運而生﹒
疫情得到理賠疫情得到理賠﹐﹐要如何加速申請腳步要如何加速申請腳步﹑﹑避避
免溝通不清免溝通不清﹖﹖
Monty提醒﹐最終理賠與否﹐還是要透過
審視保單內容﹐才能確定承保範圍﹐保單
也是需要由專家仔細評估的﹒Monty指
出﹐若是幸運得以理賠﹐營業中斷險大多
賠的是無法避免的經營開銷與利潤﹐而
不是「營業收入」﹐因此﹐保險公司有權要
求被保人提供公司的財務資料﹒比如說
﹐租金﹑薪資成本大多可以理賠﹐但若是
餐廳的食材成本﹐可能就不納入理賠範
圍﹐因為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情況可
以十分複雜﹐詳細細節仍然要請教專業

的律師﹒
保險賠與不賠講不清保險賠與不賠講不清﹐﹐法律如何解決法律如何解決﹖﹖
德州暨紐約州執照律師Tracy Lin指出﹐
保險經紀人的話「不要盡信」﹐她最近遇
到很多的案件是﹐許多餐館﹑零售業業主

﹐因為疫情無法正常執業﹐卻不曉得自己
的保單其實可以讓自己申請這方面的理
賠﹐保險經紀人對長達百頁的保單本身
了解不足﹐直接和被保人說不理賠﹒因
此﹐最終要保障自身權益還是必須透過
親自了解保單內容﹑或訴諸專家﹒業主
也應該仔細詢問保險經紀﹐保單上哪一
個條文﹐有明文規定無法理賠﹒
保單就是一份保單就是一份「「文字合約文字合約」」﹐﹐可經詮釋可經詮釋﹐﹐業業
主要注意哪幾條主要注意哪幾條﹖﹖

Tracy Lin分享﹐自叁月份時﹐全美已經
有約175個與保險理賠相關的官司開打
了﹐Tracy更提醒﹐保單就是一份「合約」﹐
而合約又是由文字所組成﹐總是會有詮
釋空間﹐若是保單上沒有明確定義有「病
毒條款」﹐這時候就是律師發揮的地方﹒
不過她指出﹐一般小商家如果只有購買

「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就沒什
麼機會﹐若是有購買「商業財產險」（com-
mercial property insurance）的業主﹐可
以仔細閱讀一下保單是否有營業中斷險
﹑以及病毒條款﹒
除了營業中斷險除了營業中斷險﹐﹐還有這些條款可以作還有這些條款可以作
為保障企業渠道為保障企業渠道........
Monty指出﹐除了營業中斷險以外﹐民眾
還可以注意保單上是否有「公權力條款」
(Civil Authority Coverage)﹐也就是說﹐
若是由政府公權力介入﹐導致企業無法
營業﹐也可能構成理賠範圍﹐舉例來說就
像是「居家令」等命令﹐但Monty提醒﹐詳
細細節會依各州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州
保障被保人﹑有些州比較保障保險公司﹐
此外﹐「居家令」命令的文字細節也會對
理賠與否所影響﹐因此詳細細節還是必
須諮詢律師或專家﹒

另外﹐還可以注意「連帶責任條款」﹐也就
是說客戶出現問題﹐連帶對企業造成影
響時﹐可以理賠﹒但每張保單上寫法大
相徑庭﹐若是有模糊之處﹐可能就能成為
維護自身權利的契機﹒
總體來說﹐Monty指出﹐保險理賠的過程
可能會十分冗長﹐若是要加快處理步伐﹐
業主能做的就是將財務資料準備妥當﹐
需要用上時﹐馬上就可以提供給律師﹑鑑
識會計人員﹑外部顧問﹐就能省下不少處
理時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77月月1111日日
，，特朗普總統終于戴上口罩在沃爾特特朗普總統終于戴上口罩在沃爾特··裏德裏德
國家軍事醫學中心訪問了受傷的服務人員國家軍事醫學中心訪問了受傷的服務人員
。。盡管幾個月前他拒絕在公開露面時戴上盡管幾個月前他拒絕在公開露面時戴上
口罩口罩，，違反了本屆政府公共衛生專家的建違反了本屆政府公共衛生專家的建
議議。。

特朗普在訪問前告訴記者特朗普在訪問前告訴記者：“：“如果您必如果您必
須知道的話須知道的話，，我可能會戴上口罩我可能會戴上口罩。。我想我想，，
當您在醫院裏當您在醫院裏，，尤其是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尤其是在那個特定的環境
中中，，您正在與許多士兵交談時您正在與許多士兵交談時，， 病人剛從病人剛從
手術台上下來手術台上下來。。我認為戴口罩是一件好事我認為戴口罩是一件好事
，，我從未反對過戴口罩我從未反對過戴口罩，，但我相信他們需但我相信他們需
要考慮戴口罩的時間和地點要考慮戴口罩的時間和地點。”。”

在馬裏蘭州巴塞斯達的醫療中心在馬裏蘭州巴塞斯達的醫療中心，，特朗特朗
普與戴著口罩的工作人員一起散步時普與戴著口罩的工作人員一起散步時，，被被
短暫地戴上了口罩短暫地戴上了口罩。。 他戴著口罩沒有講話他戴著口罩沒有講話
。。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自大流行開始以來，，這是特朗普第一次這是特朗普第一次
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

特朗普同意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是助手們特朗普同意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是助手們
的強烈的強烈““懇求懇求””的結果的結果，，助手們敦促總統助手們敦促總統
在訪問中戴口罩為自己的支持者樹立榜樣在訪問中戴口罩為自己的支持者樹立榜樣
。。

在周四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在周四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特朗普特朗普
逗笑著對沃爾特逗笑著對沃爾特··裏德的訪問說裏德的訪問說：“：“我希望我希望
在進入沃爾特在進入沃爾特··裏德時戴著口罩裏德時戴著口罩。。你在醫院你在醫院

裏裏，，我認為這是非常適當的事情我認為這是非常適當的事情。”。”
特朗普然後加倍打算在醫院環境中戴口特朗普然後加倍打算在醫院環境中戴口

罩的意圖罩的意圖。。在周五接受在周五接受TelemundoTelemundo采訪時采訪時
說說：“：“對我而言對我而言，，這一點都不困難這一點都不困難。”。”

當一些美國人認為戴口罩的要求侵犯了當一些美國人認為戴口罩的要求侵犯了
他們的公民的自由時他們的公民的自由時，，口罩已經成為一個口罩已經成為一個
政治亮點政治亮點。。 但是美國但是美國CDCCDC敦促每個人在敦促每個人在
““必須外出時都要戴口罩必須外出時都要戴口罩”，”，並指出口罩並指出口罩
在難以維持社會距離的地區至關重要在難以維持社會距離的地區至關重要，，因因
為無症狀的感染人群可以通過空氣中的呼為無症狀的感染人群可以通過空氣中的呼
吸飛沫傳播冠狀病毒吸飛沫傳播冠狀病毒。。

即使在聯邦政府建議美國人在無法與社即使在聯邦政府建議美國人在無法與社
會隔離的地方戴口罩之後會隔離的地方戴口罩之後，，特朗普仍宣布特朗普仍宣布
自己不太可能戴口罩自己不太可能戴口罩。。 甚至在他的一些助甚至在他的一些助
手按照他自己的政府的建議鼓勵他露面時手按照他自己的政府的建議鼓勵他露面時
，，特朗普堅持戴口罩會使他顯得虛弱特朗普堅持戴口罩會使他顯得虛弱，，並並
散發出他沒有控制住這種流行病的印象散發出他沒有控制住這種流行病的印象。。

總統還嘲笑那些公開戴著口罩的人總統還嘲笑那些公開戴著口罩的人，，例例
如如20202020總統競爭對手喬總統競爭對手喬··拜登拜登。。 白宮堅持白宮堅持
認為特朗普不需要戴口罩認為特朗普不需要戴口罩，，因為他和他周因為他和他周
圍的人都定期接受圍的人都定期接受Covid-Covid-1919的測試的測試。。

在五月份訪問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廠期間在五月份訪問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廠期間
，，特朗普拒絕戴口罩特朗普拒絕戴口罩。。本次活動本次活動，，他說他他說他
不想讓媒體批評和施加壓力不想讓媒體批評和施加壓力。。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特朗普總統終于首次戴著口罩露面特朗普總統終于首次戴著口罩露面
訪問國家軍事醫學中心訪問國家軍事醫學中心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周日佛羅裏達周日佛羅裏達
州在在過去州在在過去2424小時內報告了小時內報告了1515,,300300例冠狀病毒例冠狀病毒
新病例新病例，，刷新了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一天內美國刷新了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一天內美國
各州報告新病例數最多的新記錄各州報告新病例數最多的新記錄。。 此前的記錄此前的記錄

是是 44 月月 1414 日紐約州報道的日紐約州報道的 1111,,571571 例新例新
病例病例，，當時該州是美國冠狀爆發的中當時該州是美國冠狀爆發的中
心心。。

刷新記錄的佛羅裏達州衛生部表示
，該州COVID-19檢測結果的陽性率在
周六為11.3％。

周日也是佛羅裏達連續第叁天報告
超過10,000例新病例，此前周六報告了
10,324起，周五報告了11,336起。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佛羅裏達州周
日報告了45例COVID-19死亡病例，該
州共有4,242例死亡，超過18,000人住院

。 佛羅裏達衛生部的數據顯示，檢測為陽性的人
的年齡中位數為39歲。

佛羅裏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

）周六表示，將有1000名工作人員被派往該州各
地的醫院，他說：“ COVID-19非常耗費人力，
因此人員意義重大。” 他還表示，正在運送新的
抗冠狀病毒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到各個醫
院。

佛羅裏達最大的一家連鎖醫院的負責人在周
日的《面對國家》（Face the Nation）會議上說，
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設備和用品來應對住
院人數的激增。

AdventHealth首席執行官特裏·肖（Terry Shaw
）說：“與3月相比，我們在7月的准備情況要好
得多。” “對于COVID-19患者，我們在ICU的
住院時間減少了一半。進入我們醫院的 COV-
ID-19患者需要呼吸機的數量也減少一半，由于這
些原因，我們這個時期的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
”

與此同時，迪士尼世界在關閉四個月後以
“減少容量”周六向公衆重新開放了四個主題公
園中的兩個。幫助營運博客“魔術流”（Stream-
ing The Magic） 的 米 歇 爾·昆 澤 爾 （Michelle
Quenzel）說，周六它“絕對忙碌”。該公園于周
四對有年度通行證的人士開放。

除了口罩和社交疏散外，顧客和員工在進入
公園時也要進行體溫檢查，並且要求遊客事先預
訂才能進入公園。

為了阻止人們聚集在裏面，每天的遊行和焰
火表演已不再是日程安排，這是魔術王國的商標
。 “高接觸”體驗，包括角色見面和問候，也將
被擱置。

州長德桑蒂斯周五還表示，該州將繼續推進
秋季計劃，重新開放學校。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佛羅裏達州在佛羅裏達州在2424小時內報告了小時內報告了1515,,300300例例
冠狀病毒新病例冠狀病毒新病例，，刷新全美記錄刷新全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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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助华门诊”帮助华侨华人

1985 年出生的纳娜是云南人，母亲是

一名医生，耳濡目染让她立志成为一名医

生。2008 年从昆明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

纳娜来到武汉大学攻读武大与法国巴黎六

大合作开设的急诊医学硕士，并以第一名

的成绩获得来法国留学深造的机会。2009

年，纳娜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并参加住院医

师培训。2013 年，纳娜通过法国卫生部外

国医学博士统一竞赛考试，获得法国行医

资格。经过苦读，她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医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公立

医院集团下属皮提耶· 萨尔佩特里尔医院急

诊科医生。

纳娜发现，许多法国的华侨华人，生

活中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不通，尤其是就

医时，不会用法语表述病情和需求，甚至

对医院望而却步，小病拖成大病；中国游

客生病求医时也是手足无措。于是，她萌

发了开办“助华门诊”的念头。2015年 3月

，她向院方提出了“助华门诊”的方案。

11 月 23 日，在医院支持下，纳娜的“助华

门诊”在医院开张，成为欧洲公立医院的

第一家华人门诊。纳娜的患者除了当地华

裔，还有在法国工作、旅游、探亲的中国

人。为了方便大家，纳娜还开设了“助华

门诊”的双语网站，定期回复邮件以及咨

询电话，帮助笔译或口译患者病历。

利用媒体讲座，传播抗疫知识

在疫情初期，纳娜接受了多次中法媒体的

采访，应邀为留法学生等举办医学讲座，向华

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介绍新冠肺炎知识和法国

的防疫措施，同时也通过法国媒体的采访，向

法国公众解释疫情，介绍武汉成功防疫的经验

和举措，以及从文化角度看待口罩的作用。纳

娜还向大家介绍了华侨华人在疫情初期就自觉

进行隔离、自觉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况，让大家

了解华侨华人在抗疫中的所作所为。

皮提耶医院是法国最早接受新冠肺炎病人

的两个医院之一，作为在急诊科工作的纳娜，

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当时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

的认知不足，再加上口罩资源相当匮乏，医院

只能根据资源，将口罩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比如，在她原来工作的科室，只有在插管、

取样这样的高风险的操作中，才能佩戴ffp3级

别的口罩。在平时的诊疗中，即便是为疑似新

冠肺炎患者做诊疗，也没有这样的口罩佩戴。

同时，当地华侨华人虽然通过国内了解到

新冠病毒的信息，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防

治纳入法国的医疗防治体系，这是纳娜就起到

了很重要的作用。她把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

什么时候需要打急救电话、如何评测呼吸、什

么时候需要找家庭医生、什么时候去急诊科、

什么时候借助社区医生，什么时候去医院等，

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开通华人急救热线，直接为华人服务

法国暴发疫情后，巴黎急救中心的工作

量增加了50%以上。很多医生被增派到急救

中心，纳娜有急救的经验，也被选调到这里

。而在这之前，纳娜了解到华人不知道如何

打急救热线，提出了在急救中心建立华人热

线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巴黎急救中心主

任的支持，并很快设立。

4月 6 日巴黎急救中心开通华侨华人中

文热线。接热线的是 8 位有中法医学背景

的志愿者组成的，主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

间来帮助华侨华人。这些人都和纳娜一样

，在法国急救中心培训、实习过，因此可

以保证优质的调度和医学服务。8 个人进

行排班，主要是通过热线对打电话者进行

甄别。如果需要，将由他们直接和急救中

心联系，并讲明应配备的设施，将患者根

据病情送往不同的医院。在判定不重的时

候，则给这些患者一些建议，如何找社区

、家庭医生等。

为了抗疫， 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

纳娜对记者表示，从 1月份武汉发生疫

情到法国解封，自己基本每周都工作 60 个

小时以上。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这个抗

疫工作上了。本来4月是请了探亲假的，但

疫情来了，就取消了，坚持在工作岗位。她

说，很多同事也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面临

危险，防护也不完善，但一想到患者，没有

人退缩。

纳娜有一个女儿才一岁多，她把女儿交

给了来法探亲的父母看管，自己则一心扑在

了抗疫上。“作为医生，我和同事面对危险

从未惧怕，但我们都怕把病毒带回家。所以

我把女儿暂时放到我父母那儿，直到巴黎解

封后，才把女儿接回来。”那时候，在上班

前、下班后匆匆路过父母家时，眺望一下女

儿的房间，成为纳娜缓解对女儿思念的一种

方式。

不仅仅是自己积极参与抗疫，她还利用

自己了解到的一线医院状况，发动、呼吁华

侨华人为抗疫献爱心。作为武汉大学法国校

友会一员，她搭建平台，武汉大学校友会成

为第一个向法国医疗单位捐助口罩的协会。

纳娜还是法中医学学会的会长，她以协会的

名义倡议市民为医疗前线捐赠防疫物资，当

地的华侨华人踊跃地参与。由于直接前往医

院进行捐赠，感染风险大，所以，对于一些

小量的防疫物资，她都会在下班之后亲自开

车去取。她表示：“巴黎急救中心使用的口

罩、洗手消毒液以及防护设备等物资，大部

分来自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和法国华侨华人的

捐赠。”她感谢大家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的

宝贵支持。

对现阶段防疫的建议

在法国解封前，很多人担心第二波疫情反

弹，医护人员更担心。但从解封这一段看，法

国疫情向好，虽然还有一些反复和聚集性感染

，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疫情反弹。纳娜表示，现

在疫情稳定向好，比预估情况好很多。但是我

们还要特别注意，不能放松。除了尽量避免去

人员聚集的地区，就是要在商场、公共交通等

封闭空间和人员多的地方坚持戴口罩、注意保

持距离、日常要坚持勤洗手等卫生防护措施。

一旦出现症状，就要马上和家庭医生联系去做

检测。

纳娜说，现在医院也在总结，吸取以前的

经验，总结教训，以便将来更及时有效地应对

。

华人医生纳娜
法国抗疫战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纳娜”这个名字被巴黎许多华侨华人所熟知。数年前，作为巴黎最大公立医院皮提耶· 萨尔佩特里尔医

院急诊科医生，她提出并设立了“助华门诊”；今年3月，因法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而被调到巴黎急救中

心后，她又提议开设了“华人热线”，帮助华侨华人防疫抗疫；在法国医疗物资缺乏、华侨华人热心捐助之际

，她是联系双方的一座桥梁。

不仅如此，纳娜医生利用自己曾在武汉求学的中法医学背景，在法国的抗疫初期、结合中国经验提出了的

合理化建议，努力消弭中法在抗疫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可谓法中携手抗疫中的一位美丽而顽强的华人逆

行者。

德州德州0707//1313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周一上午截止到周一上午,, 大大
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7146071460 人人,,
775775人死亡人死亡,,2587025870人痊愈人痊愈..德州感染人德州感染人
數數 258658258658人人，，31923192人死亡人死亡。。

哈瑞斯郡縣縣長伊達爾戈舉辦記哈瑞斯郡縣縣長伊達爾戈舉辦記
者發布會者發布會，，就新的小商業公司補助計就新的小商業公司補助計
劃進行說明劃進行說明。。

（（Harris County Small BusinessHarris County Small Business
Assistance FundAssistance Fund））

這項這項30003000萬美元的小商業補助基萬美元的小商業補助基
金已經獲得一致通過金已經獲得一致通過，，希望能夠對希望能夠對
15001500個小商業企業帶來幫助個小商業企業帶來幫助。。申請已申請已
經開始經開始，，並持續並持續1010天天，，3030人以下的小人以下的小
公司或者尚未接受過政府補助的優先公司或者尚未接受過政府補助的優先
，，申請不是先到先得申請不是先到先得，，而是採取隨意而是採取隨意
抽取抽取，，

申請電話申請電話 713713--845845--24762476
網站網站：： ReadyHarris.org.ReadyHarris.org.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美國股市在上周美國股市在上周
小幅上漲小幅上漲，，科技股增長強勁科技股增長強勁。。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是衡量經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是衡量經
濟狀況的重要指標濟狀況的重要指標，，而這一指標在上月達到最大月度漲幅而這一指標在上月達到最大月度漲幅，，也顯也顯
示了經濟復甦的利好局面示了經濟復甦的利好局面。。隨著隨著COVID-COVID-1919新增案例上升以及新增案例上升以及
幾個州放慢或推遲經濟重啟幾個州放慢或推遲經濟重啟，，經濟復甦可能會開始失去一些動力經濟復甦可能會開始失去一些動力
。。在未來幾個月中在未來幾個月中，，病毒傳播途徑的不確定性和美國大選的政治病毒傳播途徑的不確定性和美國大選的政治
不確定性會持續存在不確定性會持續存在，，但是低利率以及貨幣財政刺激措施將有助但是低利率以及貨幣財政刺激措施將有助
於推動今年下半年的經濟復甦於推動今年下半年的經濟復甦。。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道瓊斯工業指數收

盤盤 2607526075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年跌幅年跌幅 88..66%%），），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1853185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88%%，，年跌幅年跌幅11..44%%），）， 納納
斯達克收盤斯達克收盤1061710617點點（（週漲幅週漲幅44%%，，年漲幅年漲幅1818..33%%）。）。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歷史性的2020年已過了一半，上半年的金融投資市場
可謂過山車，在3月一路跌到數次熔斷後又在二季度強
勢增長，寫出了一個大大的“V”字。下半年市場的走
勢是廣大投資者關注的話題，哪些情況會延續上半年
，哪些會發生變化？
下半年COVID疫情發展將繼續成為決定股市和經濟走
向的主要驅動力，但隨著人們對病毒有更多了解及恐
懼感減少，其影響比重已逐步減輕。某些州的第二輪
疫情爆發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復甦的步伐，但從五月

開始的經濟反彈趨勢應該持續到下半年。 COVID疫苗開發取得的
進展將是經濟恢復大流行前增長的必要催化劑。

低利率和聯邦財政支持將持續存在到今年底和明年。美聯儲積
極的政策，加上經濟衰退給消費者價格帶來的通縮壓力，對短期和
長期利率形成下行壓力。美聯儲將繼續踩緊貨幣政策，直到看到有
確鑿的證據表明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已經得到實質性恢復。同樣，分
析師認為國會將通過另一輪針對家庭和企業的財政減免措施。鑑於
失業救濟的初始階段定於7月底到期，這將特別重要和緊迫。

由於疫情影響，上半年的兩個季度GDP均出現負值，預計下半

年GDP季度業績會重新恢復為正。分析師預計第三季度GDP將會急
劇增長，隨後開始更加緩慢的增長速度。如果沒有有效疫苗，可能
需要幾年時間才能使經濟恢復到病毒前的總產出。

市場波動在下半年將持續，但波動的原因與上半年不同。今年
到目前為止，市場震蕩的主因是COVID病毒，造成了歷史上最大的
每日波動，以及有記錄以來最快的30％的熊市下跌。隨著我們邁向
11月份，政治和選舉風險將日益凸顯。選舉帶來了不確定性， 而市
場不喜歡不確定性， 從而選舉年的市場波動相對比較大。但從絕對
意義上講，選舉年對市場沒有不利影響。從歷史上看，選舉年股票
平均回報率為11％。此外，在最近的20次總統選舉之前的三個月中
，股票在此期間僅下跌了五次。

快速瀏覽一下年初至今的股票市場圖表，就很像大寫的“ V”
字，“V”的左側反映了正在流行的大流行和隨後的經濟損失，而
右側則反映了與病毒有關的進展以及對最終康復的預期。分析師認
為前進的道路可能更像是逐漸走高的小寫字母“ w”—波動頻繁，
波動幅度較上半年小，整體軌跡逐步上升。

2020年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但投資者需要了解的是，您的整
體財務目標遠遠超出了2020年。投資是個長期過程，因此投資決策
應以長期策略為指導，而不僅僅是接下來的幾個月。歷史經驗表明
，保持優質投資，而不是根據市場短期情況隨時進出，是獲得良好
投資收益的最佳方法。要定期諮詢專業意見，審視自己的投資情況
，但不要基於一次選舉的預期而做出投資決策，也不要由於一次突
發事件就對投資策略和組合產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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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影片影片《《毛澤東與斯諾毛澤東與斯諾》》在美國堪薩斯城在美國堪薩斯城 放映座談紀要放映座談紀要

由美國紀念埃德加·斯諾基金會主辦
的第十屆埃德加·斯諾研討會於2002年10
月15日至19日在美國堪薩斯城舉行。其主
題是“關於推動中美21世紀合作夥伴關系
”。

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淩青率團出席，
團員有汪大鈞(秘書長)、王學新(理事、導
演)、何凡(理事、經濟學者)、顏振東、寇
新(國畫家)共6人。

中國駐美國大使湯潔篪與夫人10月16
日專程從華盛頓趕來，在當晚舉行的二百
多人的酒會上作了精彩的英文講演，闡述
了中美關系的發展，回顧了斯諾與毛澤東
及中國人民35年的交往歷史，淩青團長在
畫展等座談會上做了熱情講話，受到了美
國各界朋友的普遍歡迎。

在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黃華會長、何
理良顧問、廣電總局趙實副總局長的關心
指導下，本次活動得到電影局領導及長影
領導的支持，我們於11月16日下午2時在
堪薩斯電影院放映了《毛澤東與斯諾》。
來自洛杉機，舊金山等地的80多位專家學
者觀摩了影片。影片放映結束，影院裏響
起長時間的掌聲，有的來賓還擦拭著淚水
。

約翰·菲利普斯聯合主席(美國紀念埃
德加·斯諾基金會)主持放映座談會。他說
：大家熱烈的掌聲足以說明這部《毛澤東
與斯諾》給我們帶來的感動。我很榮幸地
向各介紹來自中國的電影導演王學新先生
，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秘書長汪大鈞先生
，因為淩青團長參加壹個會議，請轉達對
他的敬意。我想請壹位研究電影方面的教
授首先發言。

卡爾·柯海拉博士(密蘇裏堪薩城大學
藝術與大眾傳媒副教授)：我覺得這是壹部
非常成功的影片，因為這部作品感動了大
家也感動了我。我想問王導演在中國拍過
多少關於斯諾的電影和電視劇？

王學新導演介紹，我國曾拍過6集電
視劇《西行漫記》和6集電視劇《偉大的
朋友》。《毛澤東與斯諾》是我拍的壹部
彩色寬銀幕電影，斯諾形象第壹次走上中
國銀幕。在中國埃德加·斯諾是壹位家喻
戶曉的美國記者

柯海拉博士：在中國拍出這麽多電影

、電視劇確實表
明中國對斯諾的
熱愛。這部電影
最大特點是主要
事件真實，無論
在視覺、聽覺上
都有很強的沖擊
力和藝術感染力
。1936 年他們第
壹次去陜北，無
盡的山峰，羊群
像瀑布般地奔跑
，彤紅的夕陽中

走來的馱隊，斯諾與馬海德在山間興奮地
走著。保安城全城的紅軍、民眾敲鑼打鼓
，扭著秧歌歡迎，我們仿佛置身在陜北的
軍民歡迎的熱浪中，鏡頭很獨特，飽滿、
節湊明快。

斯諾在黃華的陪同下到西線采訪，大
會上的講話委有動人，尢其是斯諾和馬海
德騎在繳獲的軍馬上，成千上萬士兵的歡
呼展現壹種非常的精神，這支隊伍是不可
戰勝的。我想問導演拍攝景地是真實的還
是加工的？

王導演說，拍攝的大部分景地都是真
實的原址，當年采訪毛澤東的保安窯洞，
現在是博物館。 他們支持拍電影借給我們
用。還有延安毛澤東、馬海德原住的楊家
嶺丶歡迎大會的禮堂、中南海豐澤園丶北
大未名湖畔……以及昔時美國駐華大使館
，瑞士的外景地等。此外，也有部分內景
搭制、外景特別搭建加而成的。

柯海拉博士：所以在很低矮的窯洞中
采訪毛澤東，請他講述身世，他是第壹次
也是最後壹次向別人講述的情景，是很動
人。 導演用很好的手法把30年代、60年
代、70年代的背景、心境、人物性格特點

，由青年變老年的過程，都真實地藝術地
展示出來。

影片的還壹個成功之處是：采用了斯
諾的旁白貫串詞的方式，講述了35年來的
主要事件。這些旁白，表現出不同歷史時
期他對中國、美國、對毛澤東誠摯的情感
，讓人記憶深刻，難以忘懷，很感人，也
發人深思。

主題思想、深邃的思想，是電影感動
人的壹個重要手法。如農民困負擔重對毛
澤東不滿，要不要給出路?壹連海開槍打

死戀愛女友? 在中南海吃紅燒肉… 等。 關
於請尼克松來北京的對話，幽默富於哲理
，矛盾沖突也很尖銳，充滿東西方文化與
觀念的碰撞與融合，所以很吸引美國觀眾
。 到今天來看，也具有壹定現實意義。影
片制作精良，畫面、聲音都很有水準，很
棒!

我還想提點問題，請導演解釋：有的
地方我不明白，為什麽要這樣對話？如在
中南海，毛澤東送斯諾時說：“我還要去
波托馬克河去遊泳。“

王導演：毛澤東主席壹生都喜歡在大
江大河裏遊泳，72歲高齡時還暢遊長江，

所以他才風趣的與斯諾說起，當年在延安
時講去看看科羅拉多大峽谷，黃石公園，
說還要身體健康時，候到波托馬克河去遊
泳。

帕芭拉·雯爾瑞(美國斯諾基金會理事)
：看了這部電影真是讓我特別感動。當我
8歲的時候跟著父母去過中國，在那裏渡
過少年時光，但所有的記憶都是黑白的，
包括當年留下的褪色黑白照片。後來看到
不多的中國電影，仍然黑白世界的景象，
中國人穿著馬褂長袍，裹小腳，留長辮，
傳統的生活方式都黑白記憶。 然而，看
了《毛澤東與斯諾》給了我全新的感覺，
都是色彩的了。彩色的陜北軍民，絢麗的
山川江河，多彩的軍民戰鬥與生活。特別
是毛澤東，在他和斯諾的推動下，中美建
交並翻開了世界新的壹頁! 看這部電影，
讓我更理解了斯諾為什麽同情、支持中國
的革命和建設了。還有，其中有壹段，更
是特別讓我感動，毛澤東、斯諾在延安看
《黃河大合唱》鏡頭從彩色變黑白變彩色
變化，劇場看演出到東渡黃河，軍隊農民
戰鬥，攻打南京，天安門城樓建國，讓我
更感到，新中國朝氣蓬勃發展的偉大力量
。

影片不足之處，我不知道為什麽在保
安吃飯時斯諾還戴著禮帽? 美國人吃飯沒
有戴禮帽的習慣。

另壹女士：在偏僻的陜北又很冷，不
是正式的餐會，也可以戴禮帽的。

南希副主席(美國斯諾基金會副主席)
：電影顯然比我看過的錄影帶更有氣勢，
更有震撼力，更感動人。因為這都是我們
所熟悉、所了解的。而看過電影使我們更
感同身受地了解斯諾與毛澤東、周恩來、
黃華、馬海德的交往行為表現，知道他們

為什麽壹生致力於推動中美人民的友誼，
成為推動中美建交的友好使者! 中美兩國
建交三十年來才有我們之間的往來，以及
不久前我們訪問北京、成都、西藏。這部
影片，使我們更加走近斯諾和毛澤東。我
希望讓更多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青年
少年，能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斯諾。 這
也是我們這次研討會的重要目的之壹。

泰勒哲學博士(密蘇裏堪薩斯大學哲學
教授)：看這部電影幾乎從頭至尾都受到感
動，好幾個地方都情不自盡地流出眼淚，
我被斯諾和毛澤東壹生的交往所感動。斯
諾出生、成長在堪薩斯城，也畢業於我所
在的大學，以他壹生的光輝業績為堪薩斯
城爭光。我為與他同生活在壹個城市，同
在壹所大學而自豪。用由衷而誠實的話講
，我視埃德加斯諾猶如我的父親壹樣。非
常感謝導演給我們帶來這樣壹部好影片。

安娜女士(美國斯諾研究會理事)：影
片的音樂非常動人，也很好地推動了劇情
發展，請導演先生為什麽要運用美國的音
樂旋律？

王導演：因為這是壹部中美東、西方
文化碰撞與融合的作品。所以除了毛澤東
音樂主旋律確定後，就要有以斯諾為代表
的美國主旋律音樂。我們十多次地與作曲
家研究音樂，明確斯諾在國外生活的部分
場景，要寫出美國人民生活的音樂旋律，
這樣影片會被外國觀眾，特別是美國朋友
所接受。

康開麗女士(加裏福尼亞大學戲劇系研
究員)：在這部精致優秀的影片中，使我驚
訝的是，有那麽多的外國演員參加了演出
，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盡管在有少數之
處他們表演不夠圓潤，但都非常自信投入
，我特別想知道他們的情況? 如何在導演
的組織下，完成這麽復雜、艱巨的創作任
務的？我也希望對導演進行這方面的單獨
采訪。

王導演：來自美、英、法、俄等國家
的非職業演員，他們都有共同之處，就是
為毛澤東、斯諾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對中
國五千年的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他們還請
自己的丈夫、女朋友、同事，來參加我們
的拍攝。有許多這方面的故事、報道，有
機會可提供您作研究。

周璐萍碩士(密蘇裏堪薩斯大學碩士研

究生)：在國外第壹次看到這方面題材的影
片，很提氣，也很精彩。可以說這是我們
中國的大片!導演、攝影、演員水平都很高

，不僅是這次會的小高潮，也會長久地推
動中美人民的友誼。希望中國的導演能多
帶些影片來。當然不可能壹下進入美國的

主流市場，好萊塢也要保護自己的陣地，
妳們可用電影巡展，交流學者等方式去放
映。只有在不斷活動、不斷工作中，才能
打開這種局面。

基斯·阿爾姆(美國斯諾基金會董事)：
在會後交流中談話：我曾多次訪問中國，
並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屆研討會開得很成
功，也非常有影響，特別是文化活動的畫
展和放映《毛澤東與斯諾》這部電影，讓
大家有了生動的直觀感受，可以說是斯諾
與毛澤東的傳記，雖然他的壹半骨灰墓碑
留在北大未明湖畔，但精神長存。所以這
部電影起到了"盒子裏的大使“ 的作用。
特別對美國青年人更為重要。

邁德·姚女士(科萊拉·吉利尼尼基金會
副主席)，在會後對我們談到：看這部影片
格外受感動，因為我的父親姚克精通英文
寫作與對話，編劇作品有《清宮秘史》、
《阿正傳》。最初父親在上海結識斯諾成
為好朋友。斯諾通過父親與魯迅先生也成
為好朋友。後來經魯迅介紹斯諾，又認識
了宋慶齡先生。所以，他才被榮幸地推薦
去紅區寫下了不朽的《紅星照耀中國》壹
書。有壹次斯諾來上海時，還要接我去瑞
士讀書，做他的幹女兒。所以我母親及全
家對斯諾的感情極深。看了這部影片非常
感動，希望妳能帶片子來放映演出。當今
的美國對中國了解的太少，希望通過妳們
的電影來做有效的交流。請您在百忙中轉
達對黃華名譽會長、淩青團長、趙實副局
長的問候和謝意!

(影片放映座談會結束後，泰勒教授見
大廳波瑞墻上貼有影片海報，他與幾位朋
友表示希望留作永久紀念，導演將海報贈
送給他)

赴美國第十屆埃德加·斯諾研究會 中
國代表團 團員_
《手澤東與斯諾》電影導演
長春電影制片廠導演

王 學 新 2002年11月18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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