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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707//2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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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02706102706人人,, 10381038人死亡人死亡
,, 4039340393人痊癒人痊癒..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381656381656 人人，， 50385038 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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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在數在20202020年短暫轉為正面年短暫轉為正面，，隨後由於市場對中美緊張局勢升級隨後由於市場對中美緊張局勢升級
的擔憂而回落的擔憂而回落，，股市整體小幅下跌股市整體小幅下跌。。美國上週申請失業金人數自美國上週申請失業金人數自
33月以來首次增加月以來首次增加，，這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復甦開始停滯的擔憂這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復甦開始停滯的擔憂。。
歐盟領導人商定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刺激方案歐盟領導人商定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刺激方案，，以幫助成員國緩以幫助成員國緩
解經濟衰退解經濟衰退。。我們相信我們相信，，隨著冠狀病毒病例的持續增加隨著冠狀病毒病例的持續增加，，經濟數經濟數
據的改善步伐可能會放緩據的改善步伐可能會放緩，，但是持續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將在但是持續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將在

疫苗研發成功之前起到關鍵作用疫苗研發成功之前起到關鍵作用。。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道瓊
斯工業指數收盤斯工業指數收盤2646926469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88%%，，年跌幅年跌幅77..33%%
），），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2163216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33%%，，年跌幅年跌幅
00..55%%），），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036310363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33%%，，年漲年漲
幅幅1515..55%%）。）。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隨著COVID-19案例持續局部上升，如果美國再次關

閉，那將對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分析師認為，只要醫療
技術繼續進步，新病例保持本地化，零星且受到控制，
不太可能重新制定國家禁閉令，只可能會推遲某些地區
的重啟。市場自三月低點以來的強勢反彈，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於美聯儲和聯邦政府向經濟注入了貨幣和財政刺

激措施，以支持金融市場、企業和消費者。先前刺激計劃中的主要
救濟措施將於7月底到期，政府正計劃推出新的財政支持方案。由
於消費占美國整體經濟的70％，因此持續的聯邦支持可以幫助經濟
復甦，並為股票進一步上漲提供堅實的背景。

與美國一樣，全球各國對此次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的反應程度
比以往的衰退更為激進。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
迄今為止，全球財政支持總額約為9萬億美元，並且還在不斷增長
。上週，歐元區在提供刺激方案方面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達

成2.1萬億美元的預算和經濟復甦方案。全球協調一致的刺激措施應
有助於支持全球隨時間的反彈。

上週引起市場關注的一個風險是中美外交關係緊張。美國關閉
了在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而中國則關閉了美國在成都的領事館。
外交緊張局勢的加劇可能會對兩國在今年初達成的中美第一階段貿
易協定中的承諾產生負面影響。儘管如此，分析師認為兩國都有動
機保持貿易協定的完整性。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一直是全球增長
的主要引擎，去年達到全球GDP的17％。中國經濟放緩可能會進一
步降低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而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地重啟經濟，持
續貿易增長，也可能引發全球增長反彈。

自3月份的拋售以來股市已經大幅回升，投資者可能想知道他
們是否錯過了反彈，是否應該等待市場再次下跌才投資。經濟復甦
不平衡可能會導致市場偶爾回調。但是，很難通過預測“完美”的
投資點來對市場進行計時。許多人會說，如果錯過了最糟糕的日子
，那麼回報也將是一樣的好。但事實是，預測最糟糕的日子與預測
最美好的日子一樣困難，而且它們經常彼此接連發生。數據表明，
如果在1980年投資1萬美元至今保持投資，年增長為11.8%，而如果
錯過其中漲勢最好的10天，年化收益為9.8%，而錯過漲勢最好的50
天，年化收益僅為5.2%。成功的投資更注重選擇優質產品、合理搭
配、等待時間。就像種樹一樣，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其次是現在
。

德州數百名酒吧業主表示德州數百名酒吧業主表示，，將拒絕州長艾伯特提出的重新關閉酒吧將拒絕州長艾伯特提出的重新關閉酒吧
營業的強制令營業的強制令。。

由於德州近日來由於德州近日來，，病毒確診人數大幅上升病毒確診人數大幅上升，，州長提出重新關閉包括州長提出重新關閉包括
酒吧在內的一些商業酒吧在內的一些商業。。據稱據稱，，有有800800人組成的酒吧業主表示將進行抗爭人組成的酒吧業主表示將進行抗爭
，，但也會由此產生的對酒吧酒牌會遭到取消表示憂慮但也會由此產生的對酒吧酒牌會遭到取消表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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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貨幣國際化指數排名（部分）

排名 貨幣 國際化指數

1 美元 50.85

2 歐元 26.28

3 日圓 4.63

4 英鎊 3.92

5 人民幣 3.0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數據來源：《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

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25日發布的《人民

幣國際化報告2020》顯示，截至2019 年底，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達到3.03，同比增長

13.2%，在世界經濟貿易結構變遷和國際貨幣

格局調整中保持定力。報告稱，目前人民幣國

際化指數排第五位，亦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貨

幣，也是國際貿易、國際投融資的主要計價貨

幣和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之一。隨着中國經濟

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份額顯著增加，人民幣資

產愈加受到各國央行青睞。

全球貿易結算 人幣份額升17.9%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排第五 列第六大支付貨幣 逾60央行作為儲備資產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是用來度量人民幣在國際經
濟活動中實際使用程度的綜合指標。報告指，2019

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增長，金融開放進入快車道，人
民幣跨境政策和基礎設施不斷優化，疊加全球貨幣政策轉
向的外部利好，驅動人民幣國際化繼續推進。

具體而言，2019 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表現出三方面
特徵。第一，人民幣貿易計價結算職能鞏固回升。在全球
貿易萎縮和中國對外進出口低速增長的情形下，經常項目
下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逆勢擴張至6萬億元，貴金屬、原
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實現突破，全球貿易結
算中的人民幣份額達到2.41%，較上年提高17.9%。

國際金融計價交易 人幣升15.2%
第二，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繼續擔當RII增長的重要推

動力。2019 年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綜合佔比達到
4.72%，同比增長15.2%。其中，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規
模穩中有升具有決定性意義，但人民幣直接投資和人民幣
國際信貸表現出明顯的季度波動特徵。
第三，人民幣國際儲備職能進一步夯實。全球已有超

過60 家中央銀行宣布直接或間接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底人民幣官方外匯
儲備規模增至2,176.7 億美元，佔比為1.96%；人民幣在
特別提款權（SDR）中的相對份額為10.54%，略低於
2015 年審查確定的貨幣籃子構成權重10.92%。

華資本市場外資佔新經濟體58%
報告指出，2019 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面臨

着較大下行壓力，在全球“低利率+量化寬鬆”環境下，
中國貨幣政策處於正常區間，利率、匯率相對堅挺，人民
幣成為國際資金的更高收益、更加安全的金融資產選項，
為人民幣國際投資增添吸引力。根據國際金融協會
（IIF）統計，2019 年流入中國股市債市外資規模約為
1,344.1億美元，約佔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外資流入總量
的58%。

十年之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幾乎完全空白，RII只
有0.02，到2019年底則達到3.03。報告稱，隨着中國經
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份額顯著增加，人民幣資產愈加受
到各國央行青睞。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的佔比不斷走高，
全球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對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願增加，人
民幣的儲備貨幣功能逐步提升。

美頻打壓造成大干擾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王芳指出，全球

貿易增速低於經濟增長，直接投資連續四年萎縮，中國以
及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外部環境仍緊張多變。2019年，
人民幣匯率、市場情緒對中美貿易摩擦極為敏感，全年匯
率波動率維持在4.44%左右，高於上年平均水平。8月至9
月初，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財政部宣布中國為匯率操
縱國，人民幣匯率衝破7.18水平，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一
度從第五位回落至第六位。美國頻繁打壓中國，對人民幣
匯率及使用造成較大干擾。
王芳分析稱，一些主要貨幣憑借低利率乃至負利率，

鞏固全球流動性供給壟斷地位。2019年，隨着美聯儲三
次降息，美元流動性供給增速由一季度的3.7%重回5.7%
水平。相較而言，人民幣海外流動性供給增長較慢，甚至
出現萎縮，受到美元等主要貨幣的份額擠壓。未來如何突
破美元等主要貨幣的使用慣性，建立人民幣的網絡效應，
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提升全球金融資源調配能力，成為人
民幣國際化深化發展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0》指出，近
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由貿易結算為主轉向
貿易、金融雙輪驅動，但國際循環路徑仍
不夠順暢。通過貿易與直接投資流出的人
民幣並未沉澱、轉化，而大量兌換為美元

等主要貨幣使用，境外人民幣缺乏保值增
值渠道。
報告認為，離岸市場本可以為全球人民

幣使用提供資金池與投融資平台。然而，2015
年以來離岸人民幣市場陷入低迷。截至2019
年末，香港地區人民幣存款規模6,322.07 億
元，較2015 年初減少了35.6%，中國台灣、
新加坡、韓國等市場也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致使境外人民幣“乾涸”。人民幣國際循環
路徑不健全，離岸市場有待重啟和深化發展。

需提升金融管理能力
報告還強調，在人民幣國際使用中，

真實交易與投機動機並存，在岸與離岸市
場共振，價格直接影響各類主體幣種選
擇、資金流向，恐慌情緒或將時而出現，
這就要求中國具備與之匹配的風險評估與
處置能力、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與國
際接軌的預期引導能力。

離岸市場有待深化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0》顯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排第五位，亦位列全球第六大支
付貨幣。圖為奧地利維也納，一位顧客用支付寶支付。 資料圖片

■■近年來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由貿易結算為主人民幣國際化由貿易結算為主
轉向貿易轉向貿易、、金融雙輪驅動金融雙輪驅動，，但國際循環路但國際循環路
徑仍不夠順暢徑仍不夠順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出口轉內銷，怎麼“轉”才好

出口轉內銷不僅能幫助外貿企業渡

過眼前的難關，還豐富了國內市場供給

，有利於促進內外貿有效貫通，逐步形

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銷市場空間大
出口產品進入國內市場，能豐富商品

品類，促進市場競爭，提升消費者福利。

7月2日，淘寶特價版正式上線外貿

頻道。消費者只需打開手機上的淘寶特

價版APP，搜索“外貿頻道”，就可以

進入外貿商品專場。

“我看中了壹款尤克裏裏，這是壹

種四弦撥弦樂器，以前只在國外見過，

沒想到現在國內也能買到，正打算拉好

友壹起購買呢！”在江蘇南京市民李曉

看來，轉內銷的外貿商品大多質量好、

價格實惠，比較吸引人。

商務部外貿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今

年以來，我國外貿發展面臨挑戰，國際

市場需求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貿

企業將目光轉向國內，積極開拓內銷市

場，既有利於緩解出口壓力，也豐富了

國內消費選擇。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支

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支持

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開拓國內市場，著

力幫扶外貿企業渡過難關，促進外貿基

本穩定。

作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我國超

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為外貿企業出口轉內

銷提供了廣闊空間。

最近壹段時間，壹些地方接連舉辦

出口商品內銷展會，許多電商平臺也紛

紛設立外貿產品專區，消費者足不出戶

就可以買到不少優質的外貿商品。

壹個月前，李曉在某電商平臺上發

現了壹款出口轉內銷的液晶兒童畫板，

從外形上看和她從國外買回來的畫板差

不多，功能也相差無幾，可價格低了不

少。她很快下單支付，三天後商品就送

上了門，“用起來和國外買回來的畫板

感覺相差不多，功能齊全使用方便。”

“對國內消費者而言，出口產品進

入國內市場，增加了市場供給的數量和

種類，能夠豐富商品品類，促進市場競

爭，提升消費者福利。”蘇寧金融研究

院高級研究員陶金說。目前，國內市場

需求正加快釋放，電子、家電、輕工、

紡織服裝等商品需求旺盛。部分出口商

品個性化較強，質量有保證，可以更好

滿足國內消費升級需求。此外，我國正

在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

和重大工程建設，對機械設備、電機電

氣設備、精密儀器等商品需求較大，這

也為相關外貿企業帶來機遇。

浙江雙馬塑業有限公司是壹家深耕

外貿市場十余年的廚房塑料用品生產企

業，專門生產蔬菜處理器、洋蔥器、切

絲器和蔬菜脫水器等廚房用品供應出口

。疫情防控期間，雙馬塑業調整經營策

略，將營銷重點放在拓展內銷市場上。

“我們現在是線上線下壹起抓。線

上，我們開了淘寶店，還請人在各個

APP做帶貨主播，把我們最新開發的產

品推銷出去。線下，我們鼓勵業務員直

接向客戶推銷產品。” 雙馬塑業總經理

陳翠虹說，“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目前

公司單月內銷額已超過1000萬元。”

轉型須跨多道檻
外貿企業在轉內銷時要打通標準不

壹致、渠道不熟悉、品牌不響亮等堵點

“壹些貨物滯留在港口、碼頭，洽

談中的壹些訂單直接就停了。”今年初，

出口困難讓江蘇心願家紡(南通)有限公

司董事長楊華很著急。自救迫在眉睫，

主要做法就是轉向國內市場。

出口轉內銷，怎麽“轉”是關鍵。

壹開始心願家紡找到蘇寧，打算將出口

模式直接套用在內貿生意上——由蘇寧

下訂單，心願家紡照單生產、照單發貨

。然而，這種方式行不通。

經過壹番溝通磨合，心願家紡最終

決定嘗試C2M(用戶直連制造)模式，由

蘇寧提供大數據分析得出消費趨勢預判

與產品需求，心願家紡做研發，雙方共

同完成生產、銷售、數據反饋等全流程

。最近，根據市場需求，雙方共同研發

生產的壹款抗菌被，上線5天就賣出了

1000多套。

專家表示，外貿企業要想順利打開

國內市場，有這些堵點需要打通：

標準不壹致——對於壹些外貿企業

而言，部分產品存在國內外市場質量標

準認證不同的問題。在我國，強制性產

品認證(又稱為CCC認證)目錄包括家用

電子電器產品、汽車、玩具等17大類

103種產品，列入目錄的產品，必須經

評價符合相關安全標準要求並標註CCC

標誌後，方可出廠、銷售、進口或者在

其他經營活動中使用。

渠道不熟悉——中國貿促會研究院

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提示，對壹些

習慣於只負責生產加工、不負責商品銷

售的外貿企業來說，轉向國內市場後要

考慮銷售渠道問題。分銷渠道分為線上

、線下兩種，線上有天貓、京東、蘇寧

等電商平臺；線下零售渠道涉及壹級、

二級代理商。“外貿企業想轉內銷，就

要更多地研究國內市場的流通渠道，更

好地整合分銷資源。”趙萍表示。

品牌不響亮——“很多外貿企業在

出口時主要采用代工模式，產品缺乏品

牌，在國內市場中知名度並不高，可能

會處於競爭劣勢。”陶金表示，內銷市

場潛力巨大，新的市場需求不斷湧現

，外貿企業要抓住機遇，適應國內市

場需求和消費特點，在產品外觀、功

能、包裝、服務等方面叠代升級，不斷

提升核心競爭力，逐步打造產品品牌和

知名度。

今年下半年，商務部將舉辦全國性

促消費活動，利用步行街、重點商圈等

在品牌集聚、渠道融合、市場人氣等方

面優勢，拓寬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內銷

渠道。指導和支持地方搭建消費促進平

臺，幫助外貿企業進壹步對接國內大型

商貿流通企業、電商平臺企業，促進供

需對接。

各地市場監管部門將督促和指導認

證機構主動為企業服務，進壹步優化認

證程序，縮短認證辦理時間。

促進內外雙循環
加大財稅、金融支持，發展“同線

同標同質”產品

鼓勵出口轉內銷，不是讓外貿企業

放棄海外市場，而是要立足兩個市場，

用好兩種資源，通過多元化經營增強企

業競爭力。換言之，外貿企業要在鞏固

好海外市場的基礎上，積極開拓國內市

場。

“即使未來海外需求恢復了，我們也要

開拓內銷市場。” 廣州雅琦特實業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紀彬表示，“外銷+內銷”

兩條腿走路，才能走得穩、走得遠。

往年這個時候，紀彬應該正忙著在

國外參加大型鞋業展會，但今年不同，

幾個月來他壹直在忙著拓展內銷市場。

他說：“國內國際雙循環，努力培育企

業新優勢才是長久之道。”

今年6月，雅琦特與廣州鞋業商戶

聯合，參加了首屆廣州直播節，線上直

播帶貨自產的拖鞋，最終成交了150多

筆。紀彬表示，“雖然此次直播交易數

量不大，但探索出壹條新的銷售途徑，

為我們做好內銷市場積累了經驗。”

外貿企業出口轉內銷可能面臨賬期

長、占用資金多等問題，需要財稅、金

融 等方面的支持。

《關於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

意見》提出，要提升轉內銷便利化水平

，符合條件集中辦理內銷征稅手續的加

工貿易企業，最遲可在季度結束後15天

內申報；做好融資服務和支持，鼓勵各

類金融機構加強供應鏈金融服務，加大

信貸支持；加大保險支持力度，支持保

險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險增值服務；加

強資金支持，用足用好外經貿發展專項

資金。

今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創新

承保模式，擴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險覆蓋

面，幫助外貿企業開拓國際國內市場。

上半年，中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實現

承保金額2668.8億美元，同比增長5.2%

；支持國內貿易1764.7億元，同比增長

20.1%。

疫情防控期間，專業生產不銹鋼出

口制品的廣東歐亞家居有限公司主動轉

向國內市場。“今年以來，我們享受了

出口退稅款659萬元及社保費減免146.7

萬元，這為我們轉向內銷市場提供了有

力支持。”公司副總經理練玉山說。

外貿企業也須練好內功。商務部研

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

外貿企業如果想要在國內市場上有所作

為，壹定要做長期戰略性規劃，特別是

要加快發展“同線同標同質”產品。

所謂“同線同標同質”，是指在同

壹生產線上按照相同標準、相同質量要

求生產既能出口又可以內銷的產品。

2016年，我國就已推動實施出口食品農

產品內外銷“同線同標同質”。《關於

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明確

提出，支持企業發展“同線同標同質”

產品，並將 “同線同標同質”適用範圍

擴大到壹般消費品、工業品領域。推廣

“三同”產品範圍有助於推動內外銷產

品標準統壹，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趙萍認為，要推動國內外標準接軌

，建立國內外標準比對與報告制度，推

動中國標準“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

標準制修訂，支持我國優勢產業技術標

準成為國際標準，從根本上消除國內外

標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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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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關係短期內是否能見轉機美中關係短期內是否能見轉機美中關係短期內是否能見轉機美中關係短期內是否能見轉機﹖﹖﹖﹖專家專家專家專家﹕﹕﹕﹕抱悲觀態度抱悲觀態度抱悲觀態度抱悲觀態度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美中兩方互
關領事館﹐將外交矛盾推向ㄧ個新高點﹐
美中關係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目前境
地﹖本台今天獨家邀請到專家﹐來對此
事繼續進行深入探討﹒
事件始末事件始末

上周周二7月21日﹐美方無預警宣布要
求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的總領館﹐而且要
求要在72小時內撤出﹐可以說是時間上
非常急迫﹒官方指出﹐因為美方要保護
美國的知識財產權﹐和美國公民的私人
信息﹐有些專家指出﹐因為休斯頓當地有
許多研究人員在這從事研究工作﹐有些
有心人士暗度陳倉把機密資料傳回中國
﹐因此美國政府對休斯頓總領館持續保

持關注﹒同日晚間﹐總領館內傳出失火﹐
警消人員趕到了現場﹐卻被領館的人阻
擋在外﹐根據當地警方表示當時在領館
內院有人在燒毀機密文件﹐不少民眾開
始好奇討論﹐究竟這些必須被緊急燒毀
的是什麼文件﹒美國國務院與CIA的官
員們紛紛向各大媒體透露﹐「中國的休斯
頓總館﹐一直是中方從事間諜行動與滲
透任務的重要基地...這在外交情報圈裡﹐
已是默認的常識﹒」

此舉受到中方嚴重抨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指出﹐「美駐成都總領事館人
員從事與其身分不相符活動﹐幹涉中國

內政﹐損害中國安全利益」﹐並指出外交
會講求對等﹒接著事件推移到休斯頓時
間23日晚間﹐也是中國時間24日早上﹐
中方宣布要關閉美國駐成都領館﹑撤銷
領館的運行許可﹐作為ㄧ種對美國的報
復和反擊﹒中國外交部也喊話﹐他們這
樣的行為是合理且正確的﹐是美方先破
壞中美的友誼橋梁﹒
美中關係是如何一步一步美中關係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如今境走向如今境
地地﹖﹖

美南時政評論員王建光指出﹐領館負責
處理僑民各種簽證﹑生活﹑換發護照上的
事物﹐對於華裔生活有偌大影響﹒旅美
資深社會觀察家楊勁濤分析﹐美中關係
如何ㄧ步ㄧ步的惡化﹐從最初由美方挑
起的貿易戰﹑華為科技戰與孟晚舟事件﹐
再到兩方媒體與輿論上的針鋒相對﹑對
雙方新聞人員﹐到如今外交層面的對抗﹐
他對於情勢抱持悲觀態度﹐認為接下來
恐怕要做好熱戰發生的準備﹒
美中關係短期內美中關係短期內﹐﹐是否能見到轉好跡象是否能見到轉好跡象﹖﹖
楊勁濤指出﹐除非中美雙方冷靜﹐針對南
海﹑台海等焦點議題坐下來好好談判協
商﹐才可能有緩和可能﹒然而事實上﹐目
前美中高層已經斷了聯繫﹐許多國際會
議也因為疫情取消﹐溝通渠道逐漸關閉﹐
如果雙方外交使節都互相驅逐﹐可能下
ㄧ步會朝向不太樂觀的結果﹒他認為目

前雙方都有很強烈的民族情緒﹐此次休
斯頓總領館關閉事件﹐對於許多華人心
理是非常不舒服的﹐當美國駐成都領館
關閉時﹐甚至還有民眾在外放鞭炮﹒
王建光則認為﹐目前不需過度悲觀以對﹐
他預估領館關閉事件應該就到此為指﹐
美國關閉了休斯頓領館﹐中方基於面子
問題勢必也要關閉ㄧ個美國領館﹒事實
上﹐他指出美中實力上還是十分懸殊﹐若
是強碰下去﹐對於中方勢必更不利﹐若是
中國政府有外交智慧﹐應該會開始釋放
緩和的訊息﹐但事態如何發展一切都要
取決於中國政府﹒
面對中美關係惡化面對中美關係惡化﹐﹐華人要做的心理建華人要做的心理建
設設
對此﹐楊勁濤呼籲身為旅美的華人﹐務必
應該要保持冷靜﹐因為隨著中美關係惡
化﹐這些衝突突發性事件只會越來越嚴
重﹒另外﹐他也提醒華人應該提早做好
ㄧ些心理準備﹐有鑑於未來恐會出現排
華情緒﹐華人必須知道未來ㄧ﹑兩年應該
如何自處﹐以及預到衝突時要如何保護
自己﹒ㄧ些華人領袖﹑精英也應該要組
織起來﹐團結華裔的力量﹒
楊勁濤更指出﹐目前雖然也有人認為被
歧視的感覺不明顯﹐但歧視分為「社會性
歧視」與「政策性歧視」﹐雖然在日常生活
中沒有深切感受到遭到歧視﹐但從體制
上能發現歧視仍然隱隱存在﹐比如說前
陣子對於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縮﹒
王建光指出﹐華人必須先將自我變得強
大﹐在社會上站穩腳步﹐才能團結在美國
的華裔社群﹐他認為目前華裔的凝聚力
仍然有待加強﹐要形成強大的華裔社群
仍然長路遙遙﹒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警方說警方說，，西雅圖示威者周六向警西雅圖示威者周六向警
官扔了大塊石頭官扔了大塊石頭、、玻璃瓶子玻璃瓶子、、煙煙
花和炸藥花和炸藥。。警方在一系列推文中警方在一系列推文中
說說，，暴徒縱火焚燒了移動式拖車暴徒縱火焚燒了移動式拖車
和建築工地和建築工地。。

警方說警方說，，至少有至少有4545人示威者人示威者
被捕被捕，，罪名是襲擊警官罪名是襲擊警官，，阻礙交阻礙交
通和反對疏散通和反對疏散。。警方說警方說，，示威者示威者
向警官投擲彈藥向警官投擲彈藥，，致二十一名警致二十一名警
察受傷察受傷。。警方在推文中說警方在推文中說，，大多大多
數警官都可以重返工作崗位數警官都可以重返工作崗位，，一一
名警官因炸藥炸傷腿部住院名警官因炸藥炸傷腿部住院。。

警方稱此次抗議為騷亂警方稱此次抗議為騷亂。。
西雅圖一直是示威者反對警西雅圖一直是示威者反對警

察的暴行和系統種族主義的抗議察的暴行和系統種族主義的抗議
現場現場，，包括在警察放棄的轄區包括在警察放棄的轄區--國國
會山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或首都山會山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或首都山
自治區自治區，，現由抗議者控制六個街現由抗議者控制六個街
區區。。

警方於警方於77月月11日清理了禁區日清理了禁區。。
叁天後叁天後，，一名示威者在示威中被一名示威者在示威中被
殺殺。。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版權歸原
作者作者））

西雅圖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炸藥和岩石西雅圖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炸藥和岩石
至少至少4545名示威者被捕名示威者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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