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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808//2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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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大休斯
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55431155431人人,, 18991899人死人死
亡亡,, 110040110040人痊癒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577537577537人人，，1137011370人死人死
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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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標普上週標普 500500 指指
數連續第四個星期上漲數連續第四個星期上漲，，科技股帶領該指數升至新的紀錄高位科技股帶領該指數升至新的紀錄高位。。
上周公布的經濟數據和企業利潤表明上周公布的經濟數據和企業利潤表明，，經濟復甦正在取得進展經濟復甦正在取得進展，，
但仍不平衡但仍不平衡。。在低抵押貸款利率和低庫存的推動下在低抵押貸款利率和低庫存的推動下，，成屋銷售在成屋銷售在
77月創下歷史新高月創下歷史新高。。疫情期間疫情期間，，一些大型零售商在第二季度看到一些大型零售商在第二季度看到
利潤猛增利潤猛增。。儘管這些顯然是支撐經濟和市場的強大力量儘管這些顯然是支撐經濟和市場的強大力量，，但失業但失業
率仍在上升率仍在上升，，這凸顯出需要另一套財政計劃的必要性這凸顯出需要另一套財政計劃的必要性。。截止上週截止上週
五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793027930點點（（與上週持平與上週持平，，年跌幅年跌幅22..11%%））
，，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3973397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77%%，，年漲幅年漲幅55..11%%），）， 納納

斯達克收盤斯達克收盤1131211312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77%%，，年漲幅年漲幅2626..1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標普500指數已經超過了2月份疫情前的紀錄高位

。在3月份低點之後短短5個月內就達到了新高。這是一
個里程碑，標誌著股市已從最低點全面反彈，這也是美
國有史以來速度第二快的熊市復蘇。與股市的高歌猛進
不同，經濟並沒有迅速復蘇。好消息是，自第二季度經
濟活動出現最大下滑之後，目前的美國經濟已走上復甦
之路。壞消息是，由於COVID-19病例仍處於較高水平
，經濟反彈的勢頭在8月份有所減弱。

股票市場達到新高，而經濟持續疲軟，加上大選年政
治因素的不確定性，投資者應該做什麼？回顧自1956年
以來的過往熊市，通常情況下，股票從低谷恢復到新的

紀錄高位通常需要四年時間。儘管2月和8月的標普500指數水平相
似，但推動股票收益的公司和經濟基本面卻大不相同。在企業方面
，由於COVID-19導致的經濟暫停，即使第二季度企業盈利好於預
期也無法抵消企業利潤同比下降40％。在供應方面，包括工廠、採
礦業在內的工業生產正在改善，但仍低於疫情前的水平，因為工廠
仍處於自2月強迫停工以來的恢復階段。

並非經濟的每個部分都低於疫情前水平。創紀錄的低貸款利率
使消費者對房屋所有權的需求不斷增長。根據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的數據，7月份的現有房屋銷售較6月份猛增了近25％，是有記錄
以來的最大單月漲幅。其次，新房建設（房屋開工）比一年前增長

了23％，是連續第五個月增長。由於今年市場上的房屋比去年減少
了20％，現有房屋價格比普通房屋上漲了8.5％，創造了歷史最高中
位銷售價格，為304,000美元。住房市場與就業市場形成鮮明對比，
而就業市場是2月市場高點期間的經濟亮點。在過去六個月中，失
業率從50年來的最低點3.5％激增至14.7％，最近才降低到10.2％。
儘管預計勞動力市場將繼續改善，但有跡象表明，先前的一些改善
勢頭有所放緩。

上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全面展開。下週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將成為焦點。選舉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短暫的投資市場動盪。但是
無論哪個黨派當選，歷史上在所有政治格局中，股票都表現良好，
在過去100年中，平均收益率為10％，無論哪個政黨佔領了白宮或
控制了國會（或兩者兼而有之）。從長遠來看，對投資者而言更重
要的是經濟和公司基本面，這些因素支持股價隨時間的上漲。此外
，財政刺激措施是過去六個月股價上漲55％的主要支撐。隨著國會
繼續就仍需要多少刺激方案展開辯論，財政救援可以幫助減輕脆弱
家庭在未來幾週內可能面臨的困境，並使下半年的經濟復甦更具可
持續性。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2020年，甄選優質投資產品將比往常更具有
挑戰。適當的平衡和多樣化可以幫助投資組合為市場波動的任何上
升做好準備，同時也可以為長期復蘇做好準備。建議諮詢專業投資
顧問，創建優質多樣化投資組合，專注於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
，該策略可以幫助您在各種類型的市場和政治環境中實現長期財務
目標。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以下是其他當地新::
休斯頓地區正在面臨即將而至的熱帶颶風休斯頓地區正在面臨即將而至的熱帶颶風LauraLaura 和和MarcoMarco的威脅的威脅，，根根

據氣象部門的預告據氣象部門的預告，，該颶風將在本週三和周四對本地區帶來降雨該颶風將在本週三和周四對本地區帶來降雨，，希望市希望市
民做好防洪準備民做好防洪準備。。同時可以下載颶風動向的同時可以下載颶風動向的APPAPP，，以便隨時了解颶風動向以便隨時了解颶風動向
。。可在可在apple storeapple store 免費下載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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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互聯網進入下半場
確定性網絡可滿足絕大多數需求場景

綜合報導 “現在互聯網開始進入下

半場，從消費領域逐步進入到實體經濟

，例如工業互聯網、能源互聯網等都在

加緊建設。現在技術上遇到壹個很大的

挑戰，因為傳統互聯網是‘盡力而為’

去傳輸數據的壹種架構，能傳好就傳好

，壹次不行就兩次。但是在實體經濟當

中不允許這樣。因此，確定性是未來網

絡的剛性需求。”

近日，在南京舉行的第四屆未來網

絡發展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紫金

山實驗室主任兼首席科學家劉韻潔，在

發布全球首個確定性廣域網創新試驗成

果時說道。

確定性網絡可滿足絕大多數需求
場景

據了解，廣域網指的是連接不同地

區局域網或城域網計算機通信的遠程網

，通常跨接很大的物理範圍，所覆蓋的

範圍從幾十公裏到幾千公裏，它能連接

多個地區、城市和國家，或橫跨幾個洲

並能提供遠距離通信，形成國際性的遠

程網絡。網絡的確定性指在壹個網絡域

內給承載的業務提供確定性業務保證的

能力，這些確定性業務保證能力包括時

延、時延抖動、丟包率等指標。

此次發布的全球首個確定性廣域網

創新試驗成果，依托未來網絡試驗設施

和長三角綜合試驗環境，構建了覆蓋北

京、南京、上海、鄭州、武漢、合肥等

13個核心節點的大規模測試環境，該創

新試驗實現全球首個跨2000公裏以上傳

輸距離、100微秒級的時延抖動控制。

“例如工業控制需要250微秒的時

延抖動，也就是說工業控制每250微秒

就要發1條指令，如果時延抖動大於250

微秒，這個指令就丟了，生產線就會出

問題。從目前來看，100微秒的時延抖

動足以滿足絕大多數的需求場景。”劉

韻潔介紹說。

據悉，全球首個確定性廣域網創新

試驗由紫金山實驗室主導，聯合華為、

北郵等多家專業機構共同建構。“我們

通過對整個網絡的演算，能夠精確地計

算出每壹個節點，要做到什麼樣的時延

，怎麼樣去控制服務質量。通過全網的

協同，節點之間的協同，解決核心的抖

動問題。”華為公司全球數據通信產品

線總裁胡克文解釋說。

劉韻潔認為，該成果可以滿足未來

工業自動化、工業遙操作、全息通信、

車路協同等業務微秒級時延抖動保障需

求，比如遠程操控機器動手術、遠程生

產控制、無人駕駛高鐵等，對推進我國

智能制造戰略，提升國家未來網絡競爭

力具有重要意義。

應對互聯網下半場競爭中國已有
行動

“互聯網經過50年的發展，取得了

非常大的成就。進入到實體經濟，又要

面臨巨大的變革。互聯網下半場進入核

心競爭後，我們面臨的重大變革就是將

互聯網從‘盡力而為’的網絡變成更具

確定性的網絡。”劉韻潔介紹，為了應

對這場變革，科學家們提出建立新的網

絡架構，去年，紫金山實驗室發布的全

球首個大網級網絡操作系統便是其中之

壹。

擁有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統，對於國

家安全和產業安全意義重大。

紫金山實驗室研發的這套大網級操

作系統，能支持300多個城市1000多個

節點，具有微架構服務、全維度協同、

確定性可控、高容災抗毀、毫秒級倒換

等特點。

劉韻潔說，紫金山實驗室和他帶領

的團隊10年前就開始探索，他們研究的

壹些成果跟現在社會的需要，尤其跟5G

垂直行業的發展比較吻合，相信中國完

全可以在互聯網下半場做出更大的貢獻

，對國家的制造業、實體經濟起到比較

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把這些成果都在長三角工業

互聯網這個大的平臺上作了發布，所

有的企業都能通過該網享受到確定性

網絡服務。”劉韻潔院士口中的這張

“網”，正是紫金山實驗室發布的另

壹項重磅成果——長三角工業互聯網高

質量外網。

長三角工業互聯網高質量外網采用

自研微服務化網絡操作系統，面向企業

總部分支互聯、企業上雲、多雲互聯三

大場景，能夠為協同制造、雲仿真、數

字孿生等各類新業務提供高安全、低時

延、大帶寬、確定性的高質量網絡服務。

據悉，這個網絡將全面覆蓋長三角

城市群，同時，無損數據中心、內生安

全靶場、智能無線通信試驗網絡、新型

城域網、多雲交互平臺等壹系列技術領

先的新型基礎設施將於南京開始建設。

該成果對推動長三角地區工業互聯網開

放性產業生態體系建設、培育發展戰略

性新興產業、促進工業轉型升級具有重

要意義。

上海：“5G+工業互聯網”應用加速落地
綜合報導 在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的高

端數控裝備與智能制造技術集成驗證基地內，壹臺

高約3米、占地約15平方米的數控機床嗡嗡作響。

連接機床的電腦屏幕上，機器振動幅度曲線實時推

進顯現，這是“5G+工業互聯網”應用之壹，能更

好地監測和驗證機床穩定性。

產線驗證區的機床內設置了38處傳感器，如

果機床出現故障，設備振動幅度等傳感器采集到的

信息就會發生變化。參與相關應用部署的中國移動

(上海)產業研究院項目經理姜虎成介紹，這些信息

都是高頻數據，單個傳感器每秒鐘就可能產生數兆

的數據，數據傳輸還需完整流暢不能“丟包”，5G

網絡大帶寬和低時延的特性恰好能滿足產線監測和

驗證需求。

依托中國移動自主研發的邊緣計算網關和工業

邊緣計算管理平臺，動態信號采集分析系統將采集

到的數據經過網關側過濾後，通過5G網絡實時上

傳到邊緣計算雲平臺分析處理。

在這處約1萬平方米的廠房裏有很多“5G+工

業互聯網”應用：接入5G網絡的3臺AGV小車分

別能自動拾取、搬運材料及送檢產品；工廠引入數

字孿生系統，實時反映部分生產線的運作情況；接

入5G網絡的攝像頭實時采集工廠場景並上傳至安

防平臺，及時提醒相關人員安全著裝等；引入企業

專網，位於上海臨港和山東棗莊的兩處工廠可以實

現時延為毫秒級的視頻通信。

數據顯示，目前上海已推動集成電路、生物醫

藥、汽車、鋼鐵化工、航天航空等重點領域300多

家企業創新工業互聯網應用。未來三年內，上海將

打造10個“5G+工業互聯網”先導應用。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余曉暉說，我國工

業互聯網應用在垂直行業的覆蓋更加全面，行業工

業互聯網應用模式和特色路徑逐步形成。例如，裝

備和電子家電行業註重設備資產管理和生產過程管

控，原材料行業進壹步聚焦設備管理與資源配置優

化，等等。

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數字化總監唐水龍

說，“5G+工業互聯網”還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交大智邦主要業務為面向汽車動力總成的智能加工

制造裝備、數字化生產線以及智慧車間的研發等，

但諸如“5G+數控機床”“5G+AGV”等應用可以

部署在更多制造業領域。

“此外，在工業互聯網平臺、產業公共服務平

臺支撐下，企業降本增效的具體需求、其最新產品

和解決方案等信息都可以及時共享。這不僅能幫助

更多中小企業找到新的商機，也有望改善甚至顛覆

傳統工業生產流程，助力產業升級。”唐水龍說。

我國智能制造“生態圈”正在不斷豐富和擴容

。7月在滬舉辦的“2020全球工業智能峰會”上披

露的數據顯示：我國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五大頂級

節點持續穩定運行，標識註冊量突破40億，具有

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平臺超過70家，基礎電信企業

和工業企業開展的“5G+工業互聯網”在建合作項

目超過600個。

各地政府部門、企業、研究機構、學校等跨地

區、跨行業深入合作。例如，中國移動(上海)產業

研究院等參與建設洛陽綜合工業互聯網平臺，該平

臺承載洛陽地區工業設備、系統、工藝參數、軟件

工具、企業業務需求和制造能力等工業資源的互聯

網匯聚共享。

唐水龍認為，推動“5G+工業互聯網”應用加

速落地還需進壹步提高廣大中小企業積極性。壹方

面，降本增效是企業技術改造的最大動力來源。另

壹方面，相關服務和技術提供者也應更好地解決中

小企業對“上雲”後數據安全的顧慮。

業界認為，“5G+工業互聯網”的試點與建設

還要避免“壹刀切”。各地要通過科學引導，抓重

點、抓時效，提高更多企業的認知和主動性。

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香港經濟寒冬未過，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

年以來發展商推盤步伐減慢，市場估計，今年首8個月

全港一手盤售出約8,870套，相比去年同期14,169套大

減37%。未來4個月市場估計至少有約6,850套新盤部

署推售，由於香港疫情尚未受控，勢影響發展商推盤部

署，業界預期今年全年一手盤最多只能售出約1.5萬

套，比去年一手盤銷量約1.87萬套跌20%，為自2013

年以來7年新低。

■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發展商近月推盤步伐較原先預期為慢，但市民入市意慾未見大
減。當中，由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發展的屯門青山灣帝御．金灣表現一枝獨秀，三輪銷售
至少累沽逾530套。

疫襲樓市 港首8月新盤銷量急挫37%
業界：全年恐僅沽1.5萬套 7年最差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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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受疫情及限聚

令影響，今年以來發展商推盤步伐都要跟
住疫情走，1月疫情未爆發時天水圍Wet-
land Seasons Park低價搶攻，帶動新盤有
逾千宗成交，2、3、4月疫情來襲時，新
盤每月成交量均少於1,000宗，期內全新
盤主要來自會德豐地產日出康城OCEAN
MARINI。他稱，5月份疫情一度受控，發
展商爭相出擊，屯門OMA by the Sea、天
水圍Wetland Seasons Park第2期、長沙灣
The Campton、旺角利奧坊．曦岸、西半
山半山捌號齊齊搶攻，積聚了的購買力再
度釋放出來，令5月一手盤成交量升至約
2,100宗。

今年最大型新盤，長實日出康城SEA
TO SKY於6月接力，配合中央公布實施香
港國安法，令社會轉趨穩定，市民入市信
心提升，即使該盤以大單位為主，銷情亦
不俗。

逾6800套新盤候命出擊
然而，7月初再現第三波疫情，政府進

一步收緊限聚令至2人，再度影響大型新盤
推售步伐，7月份只有御海灣一個全新盤以
價單形式公開發售，其他主力靠貨尾盤支
撐，同月一手盤售出約1,160套，按月回落
約21%；8月亦只有帝御．金灣一個全新盤

以價單形式公開發售，至22日為止8月以
來一手盤售出約800套，估計全月售出約
1,000套，令今年首8個月一手盤料售出約
8,870套，按年大減37%。

事實上，受疫情影響，即使新盤收票
反應好理想，發展商亦要因應限聚令要求
減少到場客人人數，變相不可以一次過推
售大量單位，拖慢了銷售速度。未來四個
月市場上至少有6,850套新盤單位部署推
售，當中包括兩個大型新盤大圍站一期及
日出康城第10期，分別提供783套及893
套。

另外，恒地於未來四個月尚有多達7個
新盤合共2,240套可供推售。至於已批預售
的屯門青山灣瑧譽，發展商保利置業表示
會於今年內以現樓形式推售。

疫情持續阻礙推盤步伐
劉嘉輝坦言，未來4個月新盤能否如期

推售都要看疫情能否受控而定，尤其是大
型新盤如大圍站一期及日出康城第10期，
由於單位數目較多，顧及的公共衞生安全
更大。他認為，如果疫情未受控，亦會影
響未來4個月發展商推售全新盤步伐，只能
靠規模較細的新盤及貨尾盤支撐下，一手
盤銷量亦難以大幅上升，預期今年全年一
手盤最多只能售出約1.5萬套，比去年銷量
約1.87萬套跌2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
琴）疫情重創各行各業，香港經濟
短期難V形反彈，香港最新失業率
仍高企於6.1%，惟今年以來住宅
樓價走勢平穩。業界指出，7月初
疫情再爆發令第三季樓價有輕微下
跌2%至3%壓力。惟近日疫情持續
緩和，睇樓活動逐漸恢復，帶動二
手成交上揚，相信9月入秋後樓價
走勢將可明朗化，若買賣持續回
升，樓價有望拾升軌。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直
言，失業率上升應該對樓市有一
定影響，不過，現時失業人士主
要集中於酒店、餐飲、零售業、
建築業，收入較高的金融業從業
員相對仍然穩定，加上政府多年
來針對住宅推出多項辣招，銀行
又收緊按揭成數等，令市民不如
以往借到好盡，減少拋售壓力，
加上剛性需求及持續低息，都對
樓市有一定支持力。

雖然市場上偶爾會出現蝕
讓、多按銀主盤成交個案，然而，
根據香港差估署公布的樓價指數顯
示，今年6月最新報386.1點 ，連
升兩個月，縱然按年跌1.9%，惟
為今年最高，亦屬歷史高位水平；
至於反映二手樓價走勢的CCL最
新指數報180.90點，更比去年底
上升2.2%。況且，未來香港住宅
新供應少，各國央行再度量化寬
鬆，未來兩年香港低息環境持續，
香港銀行體系結餘亦由早前500多
億港元升至如今1,800多億港元，
銀行水浸令定期存款息率大減，去
年大額存款定期利率仍有2厘多，
如今已跌至0.5厘，熱錢增加下，
都會令部分資金流入磚頭保值，近
月所見，豪宅成交量亦比之前幾個
月有所增加。

入秋後樓價見明朗化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

事黃良昇認為，近日香港疫情持
續緩和，睇樓活動逐漸恢復，帶
動二手成交上揚，樓價升勢受阻
只屬短暫，今年9月入秋後樓價走
勢將可明朗化。他認為，現時樓
價持續於高位爭持，沒有轉勢向
下，展望後市買賣回升，樓價有
望拾升軌。

*截至2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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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前美國國會議前美國國會議
長紐特長紐特··金裏奇金裏奇（（Newt GingrichNewt Gingrich））週六晚上表週六晚上表
示示，，特朗普總統在特朗普總統在1111月再次當選的可能性看起月再次當選的可能性看起
來非常好來非常好。。

金融裏奇在金融裏奇在《《福克斯新聞福克斯新聞》》的的““ Watters'Watters'
WorldWorld””上露面時說上露面時說：“：“我預計特朗普的勝利遠我預計特朗普的勝利遠
遠超出人們的預期遠超出人們的預期。”。”

金裏奇補充說金裏奇補充說，，特朗普的勝利是特朗普的勝利是““開始建開始建
立立”（”（beginning to buildbeginning to build）。）。

金裏奇對金裏奇對《《民主公約民主公約》（》（Democratic ConDemocratic Con--
ventionvention））做出反應做出反應，，稱共和黨本週在共和黨全稱共和黨本週在共和黨全
國代表大會上集會時國代表大會上集會時，，該黨只需要繼續指出他該黨只需要繼續指出他
們與民主黨的分歧們與民主黨的分歧，，以增強特朗普的機會以增強特朗普的機會。。

金裏奇說金裏奇說：“：“我們不必捏造東西我們不必捏造東西，，我們不我們不
必發明一些郵局的為造醜聞必發明一些郵局的為造醜聞，，我們只需要說出我們只需要說出
這些人有多麽激進的事實真相即可這些人有多麽激進的事實真相即可。”。”

金裏奇指出金裏奇指出，，在由自由民主黨人管理的大在由自由民主黨人管理的大
型城市型城市，，如芝加哥如芝加哥、、西雅圖和俄勒岡州的波特西雅圖和俄勒岡州的波特
蘭等地的混亂局面仍然會在繼續蘭等地的混亂局面仍然會在繼續。。

““騷亂分子每天騷擾要達到騷亂分子每天騷擾要達到9090天天，，這已成這已成
為事實為事實。。對我來說對我來說，，很有趣的是很有趣的是，，喬喬··拜登和卡拜登和卡
瑪拉瑪拉··哈裏斯都不願意談起安提法哈裏斯都不願意談起安提法（（AntifaAntifa），），

一個之字也不談犯罪一個之字也不談犯罪。”。”
金裏奇補充說金裏奇補充說：“：“您們知道您們知道，，芝加哥市市芝加哥市市

長宣布長宣布，，她要在自己的私人街道上設警察她要在自己的私人街道上設警察，，因因
為她希望家人安全為她希望家人安全。。但是但是，，芝加哥其它地方亂芝加哥其它地方亂
成一片成一片，，祝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都好運祝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都好運。”。”
““好吧好吧，，我認為這些東西會陷入混亂我認為這些東西會陷入混亂，，甚至連甚至連
NBCNBC新聞也無法掩蓋動亂現實新聞也無法掩蓋動亂現實。”。”

他稱副總統候選人哈裏斯是他稱副總統候選人哈裏斯是““根據投票結根據投票結
果是參議院中最激進的成員果是參議院中最激進的成員，，這意味著她是伯這意味著她是伯
尼尼··桑德斯的極左派和伊麗莎白桑德斯的極左派和伊麗莎白··沃倫的極左派沃倫的極左派
。。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您們知道那有多難您們知道那有多難。”。” ““其次其次
，，她的表現很糟糕她的表現很糟糕。”。”

金裏奇補充說金裏奇補充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
大會期間發表了他職業生涯的最佳演說大會期間發表了他職業生涯的最佳演說，，但他但他
認為拜登在民意測驗中的地位認為拜登在民意測驗中的地位““不會持續下去不會持續下去
”。”。

““我對自己說我對自己說，，當人們變得更好地了解他當人們變得更好地了解他
們時們時，，就像就像19721972年喬治年喬治··麥戈文麥戈文（（George McGeorge Mc--
GovernGovern））發生的那樣發生的那樣，，他們會說他們會說，，您們知道您們知道
，，......我不這麽認為我不這麽認為。。我只是不能給你投票我只是不能給你投票。”。”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共和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共和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 有二十多名前共和黨議員支持拜登有二十多名前共和黨議員支持拜登

前國會議長金裏奇前國會議長金裏奇：：特朗普的勝利將特朗普的勝利將““遠遠超出預期遠遠超出預期””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88月月2424日星期一日星期一，，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就有就有
二十多名前共和黨議員宣布二十多名前共和黨議員宣布，，他們支持拜登為總統他們支持拜登為總統。。

其中前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傑夫其中前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傑夫··弗萊克弗萊克（（Jeff FlakeJeff Flake））和賓夕法尼亞州前眾議員查理和賓夕法尼亞州前眾議員查理··登特登特
（（Charlie DentCharlie Dent），），通過通過““為了拜登的共和黨員為了拜登的共和黨員”（”（Republicans for BidenRepublicans for Biden），），將支持民主黨總統候將支持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的前共和黨議員包括在內選人的前共和黨議員包括在內。。

拜登在反對唐納德拜登在反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活動中希望建立廣泛的聯盟時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活動中希望建立廣泛的聯盟時，，一再強調獲得了共和黨一再強調獲得了共和黨
的支持的支持。。

特朗普競選發言人蒂姆特朗普競選發言人蒂姆··默陶默陶（（Tim MurtaughTim Murtaugh））否認了背書的意義否認了背書的意義。。
默陶說默陶說：“：“喬喬··拜登在華盛頓的沼澤裏已經失敗了半個世紀拜登在華盛頓的沼澤裏已經失敗了半個世紀，，所以當沼澤生物聚集起來保護自所以當沼澤生物聚集起來保護自

己的人的時候己的人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應感到驚訝任何人都不應感到驚訝。”。” ““特朗普總統在真正的共和黨選民中獲得了超過特朗普總統在真正的共和黨選民中獲得了超過9595％％
的支持的支持，，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前所未有的，，並且在吸引拜登的黑人民主黨並且在吸引拜登的黑人民主黨、、拉美裔人和工會會員等民主黨核心選拉美裔人和工會會員等民主黨核心選
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特朗普總統對所有美國人的成功記錄將使他獲得十一月總統選舉的特朗普總統對所有美國人的成功記錄將使他獲得十一月總統選舉的
勝利勝利。”。”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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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打擊新冠打擊新冠打擊新冠打擊﹐﹐﹐﹐企業如何申請破產企業如何申請破產企業如何申請破產企業如何申請破產﹖﹖﹖﹖我的客戶破產怎麼辦我的客戶破產怎麼辦我的客戶破產怎麼辦我的客戶破產怎麼辦﹖（﹖（﹖（﹖（上上上上））））

疫情之下，雖然股市開始出現反彈

，但失業數字仍然居高不下，許多

企業也爆發破產潮，本台今天獨家

邀請到專業律師，針對企業破產申

請方法、時機、趨勢進行深度分析

。

律師律師：：破產法彰顯的美國精神破產法彰顯的美國精神

德州資深執照律師Tracy Lin指出，美

國破產法是充滿美國移民精神的一

種法律，協助破產者東山再起、重

新去冒險的機會。一旦經商失敗了

，破產法也會給人重新來過的機會

。她指出，這樣的法律可以避免一

些社會現象，如父母生意失敗，債

務由孩子承擔、甚至黑道上門找子

女逼債等情況。

此外，申請破產的律師費也非常平

易近人，大概2000到3000元就能找

到律師協助申請，將數以萬計的債

務一筆勾銷，她更提醒，申請破產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時間點」，選

擇債務最高、資產最低的時刻申請

破產，才能獲得最高效益。

舉例來說，一家華人小餐館因為疫

情付不出房租、債務人上門提告，

可以不用立刻就申請破產，因為官

司往往會耗時許久，可以晚點申請

幫自己爭取更多時間，甚至在判決

輸了以後再申請破產都來得及。

在德州破產在德州破產，，這些東西不會被抵押這些東西不會被抵押......
Tracy指出，德州對於破產非常寬鬆

，有些東西是債權人拿不到的，比

如說住家、平常開的車、生財工具

、退休金，因此債權人無法要求要

破產者抵押房子來還債，但根據不

同州，法律會有所不同。

但她也提醒，法律上是不允許透過

破產來詐欺的，雖然大部分的債務

如醫療費、積欠租金、信用卡債等

，的確可以一筆勾銷，但如果因為

詐欺、甚至酒駕，造成他人生命財

產的損失，無法包括在這個範圍內

。

破產導致的商業糾紛破產導致的商業糾紛，，如何應對如何應對

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旨在給破產企

業重新來過的機會，但對於因為某

企業破產申請，而蒙受損失的其他

合作夥伴，該如何保障自身權益呢

？Tracy指出，如果某企業申請破產

，根據法律，債權人若在破產者申

請破產前 45天內，曾經出貨給該破

產企業，就可以在提出退貨申請，

要求破產人把貨物寄回來給你；若

是申請破產前 20天內寄的貨，可以

100%拿回。雖然這些貨物可能被印

上該企業的商標，退回了債權人也

不想要，但可以當做後續的談判籌

碼。

另外，所有的無擔保債權人可以團

結起來，組成委員會定期協商，並

聘請律師，而律師費必須由破產人

全權支付。

在申請破產後，破產企業需要提出

一份重整計畫，擺平債權人和欠債

者間的糾紛，雖然大多情況債主無

法拿回欠款或貨品，但仍然聊勝於

無。

申請破產後申請破產後，，重振腳步是否有影響重振腳步是否有影響

？？

總體來說，破產法的立意較正面積

極，旨在協助企業東山再起，Tracy
也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就申請過不

只一次破產。然而，雖然有重振腳

步的機會，破產紀錄卻會留在信用

紀錄上，且如果是根據美國破產法

第七章申請破產，中間必須間隔8年
。此外，她前陣子也遇過一個案例

，一個企業在申請破產後，申請的

PPP 貸款就被取消了。Tracy 也觀察

到，近年來零售業申請破產保護的

比例增高，因為敵不過電商趨勢，

加上近來因為疫情催化，導致越來

越多零售業者面臨破產命運。


	0825TUE_B1_Print.pdf (p.1)
	0825TUE_B2_Print.pdf (p.2)
	0825TUE_B3_Print.pdf (p.3)
	0825TUE_B4_Print.pdf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