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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訊) 美國醫療條件優越
吸引了許多華人，夢想來美國等候政府
幫忙養老，但是有些人到了退休後竟發
現政府其實並沒有任何資助，於是會開
始抱怨，殊不知在美國政府養老是有條
件的，並不是所謂的“免費”。

美國政府老人保險簡稱 Medicare，
分為A部分和B部分保障，而人們所認
知的“免費”部分通常是指A部分，但
這優惠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而是

需在美國工作並報稅滿 10 年及累積 40
個工作積點才可免費。

根據社安局“How you earn credits
2020”規定2020年1點是$1410，也就是
說如果想要滿足一年最高4積點的要求
，收入必須在$1410*4=$5640 以上才可
以。注意這裡的收入是指工作收入(例如
W-2和1099-Misc)特別注意不是所有收
入並不包括在內，詳情可咨詢專業會計
師為您解答。

而若一年有5，6萬收入，積點可更
多嗎？答案是“不能”。因這4個積點
對於百萬富翁或平凡的你我都一視同仁
，一年最高就4個積點。點數不夠亦可
向美國政府購買。

那些已經加入Medicare的長輩們，
首先恭喜你們可以放下工作的負擔養老
，但要問您：“您真的選對保險計劃了
嗎？”我們這裡有便宜福利又好的專案
，還能為您量身打造最適合您的保單喔!

歡迎您與我們洽詢！
沒有牙齒保險怎麼辦？
現代人因為教育程度提高，開始注

重口腔護理(牙齒)的重要性，但許多長
輩們抱著“能省則省”的想法，通常只
有在口腔問題出現後才肯去就醫，俗話
說“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平
時的口腔保健對於每個人都十分重要。
但口腔護理(牙齒)，給人印象就是“貴
”，在美國口腔護理(牙齒)價格更是昂
貴，這也是讓人望而卻步的主因，而單
獨買牙齒的保險，不止需每年多花幾百
元，還有著各種限制。加上許多華人長
輩們固有的觀念，平時少看牙醫，更以
為“加入了Medicare，就包括牙齒？”
我們在這裡明確的告訴您：“並沒有”
。

在“Medicare and you”手冊上面第
49 頁明確寫道“Some of the items and
services that Original Medicare Doesn’ t
cover include”(原始保健計劃不包括以

下)第一項就寫著“Most dental care”(牙
齒)。那麼難道長輩們在牙齒出問題後只
能忍著嗎？
而我們是美國少數幾家無任何指定牙醫
的保險公司，只要是去具有執照的牙醫
治療，之後將可將收據和治療詳情發給
我們並退回限額支票。而我們還能幫您
支付社會保障金B (Part B)一部分，因為
，我們正是“具有可幫您支付退休保障
金，又有口腔護理支付的好保險公司”
歡迎您來找我們幫您量身打造一份最適
合您的保單吧?! 本專文全部內容，倘未
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
轉載。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問題，請與 「李
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johnleehouston。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選對保險計劃最重要選對保險計劃最重要
如何免費參加如何免費參加Medicare Part AMedicare Part A？？

沒有牙保險怎辦沒有牙保險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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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統計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
數字為數字為 231393231393人人,, 32493249人死亡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823779823779人人，，1701417014人死亡人死亡。。

德州德州1010//1919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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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投資者繼續由於投資者繼續
對第二輪財政刺激方案的達成表示樂觀對第二輪財政刺激方案的達成表示樂觀，，美國股票市場上周小幅美國股票市場上周小幅
收高收高。。在疫苗方面在疫苗方面，，由於安全性問題由於安全性問題，，一些試驗已經暫停一些試驗已經暫停，，不過不過
輝瑞公司已於輝瑞公司已於1111月底提交了緊急使用計劃月底提交了緊急使用計劃。。上週數據顯示美國上週數據顯示美國
零售業銷售額在零售業銷售額在99月份增長月份增長，，成為經濟的一個亮點成為經濟的一個亮點。。就業方面就業方面，，
失業人數超過預期且就業增長有放緩跡象失業人數超過預期且就業增長有放緩跡象。。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道瓊斯
工業指數收盤工業指數收盤2860628606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11%%，，年漲幅年漲幅00..22%%），），標普標普
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4843484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22%%，，年漲幅年漲幅77..88%%），）， 納斯達納斯達
克收盤克收盤1167211672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88%%，，年漲幅年漲幅3030..1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上週，，市場在漲跌之間振盪市場在漲跌之間振盪。。國會就第二國會就第二

輪經濟救助方案的對話僵局仍在持續輪經濟救助方案的對話僵局仍在持續，，最近最近
COVID-COVID-1919案例增加案例增加，，隨之而來的對經濟繼續隨之而來的對經濟繼續
開放的影響使得投資者擔憂開放的影響使得投資者擔憂。。不過市場從積極不過市場從積極
的美國零售報告中得到利好的美國零售報告中得到利好，，該報告顯示儘管該報告顯示儘管
華盛頓缺乏新一輪援助華盛頓缺乏新一輪援助，，但消費者支出在但消費者支出在99月月
份強勁增長份強勁增長，，表明對經濟復甦有一定的彈性表明對經濟復甦有一定的彈性。。
分析師認為分析師認為，，更廣泛的基本面前景仍然完好無更廣泛的基本面前景仍然完好無
損損，，但是正如上週所表明的那樣但是正如上週所表明的那樣，，政策支持政策支持、、
病毒傳播病毒傳播、、以及疫苗研發將是未來幾個月的主以及疫苗研發將是未來幾個月的主
要驅動力要驅動力。。

經濟前景方面經濟前景方面，，在第二季度在第二季度GDPGDP創紀錄下降之後創紀錄下降之後，，經濟經經濟經
歷了最初的歷了最初的VV形復甦形復甦，，並且已經挽回了近三分之二的疫情造成的並且已經挽回了近三分之二的疫情造成的
損失損失。。隨著逐步取消財政救濟和重新開放的刺激逐漸減弱隨著逐步取消財政救濟和重新開放的刺激逐漸減弱，，這種這種
強勁的反彈將讓位於緩慢但持續的增長強勁的反彈將讓位於緩慢但持續的增長。。失業率仍然很高失業率仍然很高，，需要需要
進一步增加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加就業機會。。但是但是，，與過去的經濟衰退相比與過去的經濟衰退相比，，消費者的消費者的
狀況更好狀況更好，，個人儲蓄率提高且債務比率降低個人儲蓄率提高且債務比率降低。。由於主要行業要么由於主要行業要么
產能受限產能受限，，要么需求疲軟要么需求疲軟，，因此疫情造成了行業間差異巨大的情因此疫情造成了行業間差異巨大的情
況況。。例如例如，，截至截至88月月，，消費者在商品上的支出比消費者在商品上的支出比22月的峰值高出月的峰值高出
55％％，，但在服務行業但在服務行業（（如餐飲如餐飲、、酒店等酒店等））的支出仍比峰值低的支出仍比峰值低77％％
。。這種不均衡的複蘇阻礙了經濟發揮其全部潛力這種不均衡的複蘇阻礙了經濟發揮其全部潛力，，並且很可能會並且很可能會

持續到疫苗問世為止持續到疫苗問世為止。。
股票前景方面股票前景方面，，在經濟增長在經濟增長、、企業收益逐步增加企業收益逐步增加、、和低利率和低利率

的支持下的支持下，，股票的長期前景樂觀股票的長期前景樂觀。。儘管短期內波動性仍較高儘管短期內波動性仍較高。。自自
33月以來獲得的月以來獲得的VV型收益不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重現型收益不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重現，，但持久的經但持久的經
濟增長將為新的牛市提供支撐濟增長將為新的牛市提供支撐。。企業盈利在第二季度受到很大衝企業盈利在第二季度受到很大衝
擊擊（（下降了下降了3535％％））後後，，預計預計20202020年下半年有所改善年下半年有所改善，，並在並在20212021
年強勁反彈年強勁反彈。。此外此外，，企業盈利權重佔比最高的兩個行業企業盈利權重佔比最高的兩個行業（（科技和科技和
醫療醫療））的收益仍然保持彈性的收益仍然保持彈性。。隨著經濟復甦的發展隨著經濟復甦的發展，，預計股票漲預計股票漲
勢將擴大勢將擴大，，並會從聚焦的少量行業擴展到廣泛的行業並會從聚焦的少量行業擴展到廣泛的行業，，推動落後推動落後
的資產類別和行業反彈的資產類別和行業反彈。。

國際前景方面國際前景方面，，在海外持續的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的在海外持續的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的
大力推動下大力推動下，，明年全球增長將有所改善明年全球增長將有所改善。。歐盟決策者為啟動歐元歐盟決策者為啟動歐元
復蘇基金而進行的協調復蘇基金而進行的協調、、世界主要中央銀行的積極刺激措施世界主要中央銀行的積極刺激措施、、以以
及中國當局的寬鬆政策表明及中國當局的寬鬆政策表明，，全球決策者致力於促進持續復甦全球決策者致力於促進持續復甦。。
近年來近年來，，美元穩步升值美元穩步升值，，但由疫情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已重新洗但由疫情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已重新洗
牌牌。。美元的力量可能會減弱美元的力量可能會減弱，，且美國和外國市場之間較小的利率且美國和外國市場之間較小的利率
差異也導緻美元不再擁有利率優勢的這一上行支撐差異也導緻美元不再擁有利率優勢的這一上行支撐。。隨著全球經隨著全球經
濟復甦的持續濟復甦的持續，，美國股市在未來投資收益中的領軍作用也許會稍美國股市在未來投資收益中的領軍作用也許會稍
遜以前遜以前，，所以合理配置資產所以合理配置資產，，投資國際股票和受疫情打擊嚴重但投資國際股票和受疫情打擊嚴重但
終將恢復的行業終將恢復的行業//週期性資產週期性資產,,是值得投資者近期關注的策略是值得投資者近期關注的策略。。

和和2016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提前投票相比年美國總統大選提前投票相比
，，德州兩大郡縣提前投票數量大幅增長德州兩大郡縣提前投票數量大幅增長。。

截至週五截至週五，，登頓縣登頓縣（（Denton CountyDenton County））
2727％的登記選民在％的登記選民在20202020年選舉中進行了投年選舉中進行了投
票票，，超過了該縣超過了該縣20162016年第四天的投票率年第四天的投票率
1818％％。。與與20162016年相比年相比，，親自投票和郵寄投親自投票和郵寄投
票人數均有所增加票人數均有所增加。。

哈里斯縣的投票率也有所提高哈里斯縣的投票率也有所提高。。 20162016
年提前進行投票的第四天年提前進行投票的第四天，，該縣登記選民該縣登記選民
參加投票的比例為參加投票的比例為1616％％。。今年今年，，同期的投同期的投
票率躍升至票率躍升至2121％％。。

總體而言總體而言，，已經有已經有11,,983983,,090090名德克薩名德克薩
斯人在斯人在1010個最大的縣進行了選票個最大的縣進行了選票，，佔這些佔這些
地區登記選民的五分之一地區登記選民的五分之一。。在前四天的早在前四天的早
期投票期內期投票期內，，該數字比該數字比20162016年提高了年提高了22..33
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投票踴躍投票踴躍 德州兩大縣投票人數大幅提高德州兩大縣投票人數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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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0中國企業500強公布
千億級企業首次突破200家

世界500強企業入圍數量蟬聯第壹，

千億級企業首次突破200家，研發投入

首次超過1萬億元，100大跨國公司平均

跨國指數創下歷史新高……日前，中國

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連續第十

九年發布中國企業500強榜單，壹連串

好消息令人欣喜。

面對亮眼的成績單，中國企業聯合

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王忠禹看到更

多的卻是短板和潛力：“我們在全球供

應鏈主導權、關鍵核心技術、行業話語

權、自主知識產權等方面，跟國際先進

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他在中國

500強企業高峰論壇上呼籲：“中國企

業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同心協力、共克

時艱，要知難而上，主動擔當作為，堅

持在危機中尋找機遇，在困難中尋求突

破，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塊頭”更大，“體質”更強
2020中國企業500強的營業收入、

凈利潤分別比上年 500強增長 8.75%、

10.2%

2020中國企業500強榜單剛壹公布，

就有不少人點贊：“中國大企業又進步

了！”

2020 中國企業 500 強入圍門檻為

359.61億元，較上年提高36.36億元。榜

單上，營業收入規模在1000億元以上的

企業數量為217家，比上年增加24家，

不僅千億級企業繼續擴容，新增企業數

量也再創新高。其中，有8家超大型企

業集團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元。中國石

化、中國石油和國家電網再次位列前三，

營業收入都在2.5萬億元以上，建設銀行

、農業銀行成為萬億級企業的新成員。

“企業是引領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

的重要力量，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生

動記錄了中國企業發展的軌跡。”國務

院國資委主任郝鵬表示，2002年首次發

布中國500強企業入圍的門檻，年收入

只有20億元，而今年的入圍門檻已大大

提高，“這些數據展示著我國企業為增

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提供的重要支

撐。”

中國企業500強不僅“塊頭”更大，

“體質”也更強。從入圍產業看，傳統

產業入圍數量持續減少，黑色冶金企業

減少了7家，而先進制造業企業增加了6

家。結構調整也帶來了質量效益的提升

。2020 中國企業 500 強實現營業收入

86.02萬億元、凈利潤38924.14億元，分

別比 2019中國企業 500強增長 8.75%、

10.2%，利潤增速“跑贏”收入增速。

中國企業500強不僅“身體”更好

，“腦子”也更靈。2020中國企業500

強研發投入首次破萬億元，達10754.06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了17.04%；其平均

研發強度為1.61%，達到歷史最好水平

；共擁有發明專利48.43萬件，比上年

500強增長了19.4%；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7571 項，其中通信設備制造業共參與

5354項國際標準制定，位列第壹。

“從長期趨勢看，自2010年以來，

中國企業500強的平均研發強度呈現出

先降後升態勢，越來越多的大企業認識

到創新才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

企業聯合會首席研究員繆榮介紹，通信

設備制造業在研發強度、人均研發費用

、平均研發費用的行業排名中都高居首

位，廣東在區域研發強度排名中繼續保

持領先。

世界500強企業越來越多，國際地位

更加突出。中國上榜2020世界500強的企

業數量為133家，蟬聯榜首，其中內地上

榜企業為121家，比上年增加5家。

短板和不足仍存
對標世界壹流企業，仍須做大規模、

做優產業、做多利潤、做強能力

“必須認識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

面對營業總收入占中國經濟總量超過86%

的500強企業，王忠禹壹再提到差距。

都是大企業，我們和世界先進水平

的差距究竟在哪裏？

看盈利能力。今年世界500強榜單

上，盡管中國上榜企業數量排在第壹，

但平均收入利潤率只有5.33%，低於壹

些發達國家8%以上的水平。

看品牌價值。中國目前有220多種

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壹，但進入全球品

牌100強的自主品牌只有華為1個，和不

少發達國家差距明顯。

看產業地位。世界500強企業中，

中國上榜企業傳統產業占比較高，而發

達國家的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優勢

明顯。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大企

業在全球供應鏈主導權、關鍵核心技術

、行業話語權、自主知識產權等方面還

有較大差距，在做大規模、做優產業、

做多利潤、做強能力等方面仍然要堅持

對標世界壹流企業。

“在世界500強中，中國上榜的非

銀行企業平均利潤不足22億美元，不到

壹些發達國家企業的1/3。這說明企業真

正實現由大到強，並實現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創新鏈中的核心技術自主可控

，還有很大的差距。”亨通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崔根良說。

差距不小，挑戰也不少。

看外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當

前全球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

大幅萎縮，多年擴張的全球生產網絡正

在出現區域化、本土化的現象。“由於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全球供應鏈、需求

鏈、技術鏈的不同環節在不同時期可能

出現‘斷點’。”王忠禹認為，大企業

是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越是緊要關

頭，越要有擔當；越是危機時刻，越要

有作為。”

看國內，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

問題相互交織，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壹些

困難和問題。特別是受疫情影響，不少

企業及其所處的產業鏈受到了較大沖擊

。“我們產品的海外訂單嚴重萎縮，生

產負荷壹度降至37%。頂住壓力，實施

‘出口轉內銷’，7月底生產負荷終於

恢復到正常水平。”中國平煤神馬能源

化工集團董事長李毛感慨，“傳統企業

必須在融入新發展格局中主動作為，搶

抓機遇，做到國內緊缺做加法、過剩產

能做減法、科技創新做乘法、機制改革

做除法，這樣才能更好提升企業核心競

爭力。”

大變革孕育大機遇
發展環境越是嚴峻復雜，越要堅定

不移改革創新、破局開路

大變革孕育大機遇。德國西門子公

司、日本豐田公司……世界知名企業往

往都是在變革中搶抓機遇，進而挺立時

代潮頭。“實踐證明，發展環境越是嚴

峻復雜，越要堅定不移改革創新，不斷

破局開路，克難前行。”中國建材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周育先指出，大企業只

有始終堅持創新驅動、改革賦能，才能

顯著增強發展質量和發展韌性。

——提升產業鏈水平，維護產業鏈

安全，大企業是頂梁柱。

擺脫“卡脖子”，沖入“無人區”

，奪下“制高點”，大企業責無旁貸。

“大企業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

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尤其要努力補全

產業關鍵技術的‘斷點’‘盲點’。壹

些進入技術創新‘無人區’的龍頭企業

要繼續加大投入做好基礎研究，進壹步

創新突破，用原創性、根本性、前瞻性

成果支撐應用技術創新。”王忠禹說。

告別“中低端”，探索“高附加”

，實現“現代化”，大企業壹馬當先。

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但企

業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上總體處於中低

端。在繆榮看來，中國大企業在“十四

五”時期必須堅持技術創新與資源整合兩

條腿走路，從產業基礎、產業結構、產業

鏈水平等方面發力，完成向產業鏈價值鏈

中高端的躍升，“這不僅關系到產業盈利

水平，更事關產業發展安全。”

——抓住產業變革機遇，推進數字

化轉型，大企業是領頭羊。

當前，新壹代信息技術革命和產業

變革加速演進，新應用、新業態、新場

景大量湧現。在2019年《全球獨角獸榜

單》中，我國位列前三的行業分別是電

子商務、金融科技、文化娛樂行業。從

共性看，以科技創新特別是人工智能、

大數據為基礎的新業態發展特征更加鮮

明。特別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間線上線

下結合的企業運營模式加快發展。許多

企業借助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

技術手段，推動智能服務、虛擬運營、

交互體驗等新業務發展，同時利用工業

互聯網平臺開展生產協同，進行風險預

警。

“數字化智能化時代，數據將成為

重要資產，產品會被場景替代，行業可

以被產業生態覆蓋，只有順應潮流，企

業才會有光明的未來。”王忠禹表示，

大企業特別是大型平臺企業應成為推動

實體經濟在線化、數據化、智能化的領

頭羊。

——利用兩種資源，加快形成新發

展格局，大企業是主力軍。

《2020世界投資報告》發布的世界

非金融跨國公司100強顯示，100大跨國

公司平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為59.14%，

而上榜的中國企業中，海外營收占比、

海外人員占比分別為41.49%、15.09%。

如果再看中國企業500強中申報海外收

入的249家企業，其平均海外收入僅占

全部收入的14.58%，平均海外員工占比

僅6.35%，差距更大。

“世界冠軍只能在國際賽場上產生。

企業要做強就必須參與全球市場競爭，

企業要做大就必須定位於全球市場。”

崔根良說，中國大企業融入全球化的發

展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要抓住“壹帶壹

路”建設重大機遇，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

市場、兩種資源，成長為強大的國際化企

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貢獻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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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貸款如及時雨 抓機遇自主研發 台商李嘉芳化危為機

內銷訂單搭救 台企渡過難關

李嘉芳於1986年在台灣創辦Loyal Light Inter-
national；1988年在廣州成立紗線工廠；2006

年在撫州成立江西嘉盛精密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嘉盛精密紡織）；2015年成功收購手鈎紗行
業的“LV”——意大利威瑪公司旗下的Filatura
di Crosa（蝴蝶）品牌。如今，公司已成長為一家
集紡紗、纖維染色、針織服裝開發設計、生產、銷
售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型紡織企業，染廠年產能
2,500噸，紗廠年產能7,500噸，毛衣廠年產能60
萬件，一躍站在全球手鈎紗行業的價值鏈頂端。
2019年，公司實現產值1.77億元（人民幣，下
同），納稅1,400萬元。同年，他榮獲“贛台交流
合作突出貢獻人物”、“撫州市五一勞動獎章”等
榮譽稱號。

財園信貸通紓融資之困
位於撫州高新區的嘉盛精密紡織廠房，延續台灣

的精緻工業風，綠植滋長十餘年，點綴成花園式工廠。
李嘉芳笑言：“這裏是我的家，是我的三個子女未來繼
承家業的地方。”

5月份，距嘉盛精密紡織復工復產已有3個
月，李嘉芳和家人一起從台灣返回撫州。他說：
“疫情期間，我們員工之間通過手機、電腦遠程辦
公，已在廠區的高管負責企業日常周轉和訂單生
產。省市區三級有關領導多次前來調研疫情防控工
作，向我們宣傳疫情防控知識和中央、省、市出台
的各類幫扶政策，鼓勵我們堅定信心。”

“2、3、4月是紡織行業的淡季，加之疫情使

得訂單量急劇減少，工人上班時間從最初的兩班倒
制縮為一班倒制，另一方面，企業的剛需成本難以
削減，現金流成為了限制公司發展的主要因素。令
人感動的是，根據撫州市及高新區政府的相關政
策，我們獲得了一筆財園信貸通，企業復工復產
500萬元貸款，一筆‘科貸通’科技金融300萬元
貸款。”李嘉芳認為，大陸政府在狠抓疫情防控的
同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讓他更加看到了這片土
地的希望。當中，台企及台胞亦受到了深深關懷，
可見惠台政策真正落到實處。

如今，嘉盛精密紡織已逐漸走出困境，產能開
始復甦，訂單量增加了60%，以內銷訂單居多。
“公司現在有台灣員工 5人，大陸員工415人。其
中，有10多位大陸員工跟隨老闆20多年。這裏待
遇很好，老闆也對人真誠，不會區別對待大陸和台
灣員工，每年給大家的年終獎達幾百萬。”前紡車
間主任吳玉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疫情被困武
漢期間，李嘉芳特意打電話送慰問，讓她很暖心。

疫時讓利產業鏈更良性循環
“當下，很多人以高科技產業的高回報率、高

增長率為標尺，定論許多傳統行業為夕陽產業。那
在我看來，當下，沒有夕陽產業，沒有永續的企
業，搶抓機遇才是關鍵。”李嘉芳稱，疫情正在導
致許多行業重新洗牌，既有危險，也有機遇，嘉盛
精密紡織正在全力迎接。

李嘉芳說，以一款蝴蝶牌毛線為例，淨重不
到150克，市價達37美金。除了品牌溢價、原料

最優之外，這當中也有自主研發的力量體現。公
司每年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佔銷售額的3%至5%，
通過利用彩色針梳機生產5色漸變紗的技術，對
花式紗生產線進行了一系列自主改造；通過在織
法結構、花式類型、原料比例上採用不同的設
計，使花式線的色彩效應、結構效應、特殊效應
反映到最終織物的外觀上。這使得產品可以引領
潮流，還可以比部分同行縮減約三分之一的成
本。“疫情期間，我們向客戶讓渡了部分利潤，
讓產業鏈更具良性循環。”

近期，他驅車在大陸多個城市考察，每一站都
有分隊成員提前到達，雙方會合後，立即就原材料
採購、產品開發、工藝流程等主題進行考察。“我
們的車子買了不到一年，就已經跑了10多萬公里，
學習收穫很大。在三亞一家特色酒店，我看到麻線
點綴的吊頂燈和日用品，立馬想出要打造成以毛線
為主題的酒店。這兩天，又有朋友建議我，邀請貧
困戶一起開發手工毛線皮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疫

情暴發以來，我們與許多大陸外貿企業面臨的困

境一樣，外銷訂單大部分被暫停或取消，今年上

半年的訂單量只佔去年同期的30%左右。我們今年對外銷不抱有信心，只有下半年

盡量打開大陸市場。”江西嘉盛精密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嘉芳近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表示。伴隨大陸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他先後率隊奔赴山

東、上海、浙江、海南等地拜訪客戶及考察，對在美國、意大利、江西撫州的三個

子女進行內部調崗，邀請各地的老朋友前來探討紡織衍生品的開發，奮力化危為

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
西報道）李嘉芳說：“近年來，大
陸惠台政策愈來愈開放，涵蓋產
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
育、文化、醫療等多個領域，並強
調兩岸民眾及企業的同等性。我完
全擁護並支持，還建議大力推動兩
岸交流往來，消除隔閡誤解，讓更
多的台灣青年‘看見’大陸。”

他認為，近年來，一些在大陸
的台企存在二代接班水土不服的現
象，這亟待有關方面關注。“千禧
年之前，大陸生活環境總體不如台
灣的好，台企創業者大多隻身來到
大陸打拚，妻子則帶着子女在台灣
生活甚至定居國外，這一代的小孩
子很容易對大陸有偏見。當時，我
給家裏的三個小孩分工負責撫州、
意大利、紐約的事業，沒有人願意
來撫州。為此，我帶着他們遊歷大
陸的不少城市，認識大陸政策及風
俗，了解大陸改革開放40年歷程，
發現大陸的發展機遇。如今，凡是
有大陸的朋友來拜訪，三個小孩都
十分樂意交流，還會自製甜點來款
待。”

2015年，李嘉芳牽頭組織並成
立了撫州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
會，已累計幫助協調解決30餘件問
題。

他還特別提出，大陸惠台政策
越好，在大陸的台企及台胞更要感
恩，要努力奮鬥，要遵守法律。

“很多在大陸的台灣朋友來我
們家聚會，喝高粱酒，講閩南話，
暢談過往。大家都覺得，30多年
來，大陸惠台政策很詳實、執行很
到位，讓在大陸的台企及台胞很有
歸屬感。”李嘉芳說，此次疫情期
間，大陸全民抗疫，一方有難，八
方支援。

彼時，身在台灣的他義不容
辭，從境外採購口罩11,760個、防

護衣208件、醫用手套10盒、防護目鏡100副
捐贈到撫州防疫一線，獲撫州市台辦頒發“時
疫無情同胞有愛”榮譽獎盃。

他將撫州當作自己的一個家，將公司建成
花園式工廠，投建喬治山莊，為子女繼承在大
陸的產業，提供最優的生活條件。據悉，喬治
山莊總投資規模1.67億美元，將追加投資5億
元人民幣，擬打造成集度假、住宿、旅遊、研
學為一體的台灣休閒觀光農業園，使之成為在
撫州乃至江西的一個樣板。

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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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交
流
助
台
二
代
接
班

■■李嘉芳在展示毛線的柔韌性李嘉芳在展示毛線的柔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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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全世界確診的全世界確診的 COVCOV--
ID-ID-1919病例已超過病例已超過40004000萬例萬例，，但專家說但專家說，，這只是新冠病這只是新冠病
毒大流行真正影響人類的冰山一角毒大流行真正影響人類的冰山一角。。

約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整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霍普金斯大學整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
據稱這一裏程碑是據稱這一裏程碑是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919日星期一早上創下的日星期一早上創下的
。。

由於新冠病毒的檢測方法參差不齊由於新冠病毒的檢測方法參差不齊，，許多人沒有症許多人沒有症
狀狀，，有些國家的政府掩蓋了真實的病例數有些國家的政府掩蓋了真實的病例數，，因此全球因此全球
COVID-COVID-1919病例的實際統計數可能要高得多病例的實際統計數可能要高得多。。迄今為止迄今為止
，，全球已經報告了超過全球已經報告了超過110110萬例確診的死亡病例萬例確診的死亡病例，，盡管盡管
專家們也認為這一數字是低估的專家們也認為這一數字是低估的。。

迄今為止迄今為止，，美國美國、、印度和巴西報告的病例數最多印度和巴西報告的病例數最多，，
分別為分別為810810萬萬，，750750萬和萬和520520萬萬，，盡管最近幾週的全球病盡管最近幾週的全球病
例增加是由歐洲病例激增推動的例增加是由歐洲病例激增推動的。。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歐洲已歐洲已
超過超過2424萬已確診的病人死于冠狀病毒大流行萬已確診的病人死于冠狀病毒大流行。。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WHO））上週表示上週表示，，歐洲已報告了歐洲已報告了
每週創紀錄的近每週創紀錄的近700700,,000000新病例的最高記錄新病例的最高記錄，，並表示該並表示該
地區佔全球約叁分之一的病例地區佔全球約叁分之一的病例。。英國英國、、法國法國、、俄羅斯和俄羅斯和
西班牙約佔該地區所有新病例的一半西班牙約佔該地區所有新病例的一半，，比利時和捷克共比利時和捷克共
和國等國家現在爆發的疫情比春季更嚴重和國等國家現在爆發的疫情比春季更嚴重。。

WHOWHO表示表示，，整個歐洲正在採取的新措施對於阻止整個歐洲正在採取的新措施對於阻止
COVID-COVID-1919壓垮其醫院是壓垮其醫院是““絕對必要的絕對必要的”。”。其中包括意其中包括意
大利和瑞士對口罩的新要求大利和瑞士對口罩的新要求；；北愛爾蘭和捷克共和國關北愛爾蘭和捷克共和國關
閉學校閉學校；；比利時關閉餐館和酒吧比利時關閉餐館和酒吧，，實施到晚上實施到晚上99點點；；法法

國實行宵禁國實行宵禁；；英國的部分地區實行封鎖英國的部分地區實行封鎖。。
該機構表示該機構表示，，幾個歐洲城市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他們幾個歐洲城市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他們

的重症監護病房的重症監護病房（（ICUICU））不堪重負不堪重負，，並警告政府和公民並警告政府和公民
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減慢病毒的傳播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減慢病毒的傳播，，包括加強測試包括加強測試
、、追蹤接觸者追蹤接觸者、、戴口罩以及採取社會疏遠措施戴口罩以及採取社會疏遠措施。。

WHOWHO此前估計世界上十分之一的人口此前估計世界上十分之一的人口（（約約77..88億億））
已感染了已感染了 COVID-COVID-1919，，是官方統計病例數的是官方統計病例數的 2020 倍以上倍以上
，，這表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仍易感染該病毒這表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仍易感染該病毒。。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允許允許COVID-COVID-1919在明顯不脆弱在明顯不脆弱
人群中傳播將有助於增強群體免疫力人群中傳播將有助於增強群體免疫力，，並且是製止這種並且是製止這種
大流行的更現實的方法大流行的更現實的方法，，而不是被證明在經濟上具有破而不是被證明在經濟上具有破
壞性的限制性封鎖壞性的限制性封鎖。。

但是但是，，WHOWHO總幹事譚德塞警告說總幹事譚德塞警告說，，群體免疫可能群體免疫可能
是一種可行的策略是一種可行的策略，，認為這種保護需要通過接種疫苗來認為這種保護需要通過接種疫苗來
實現實現，，而不是通過故意使人們暴露於潛在的致命病毒來而不是通過故意使人們暴露於潛在的致命病毒來
實現實現。。

譚德塞上週說譚德塞上週說：“：“讓我們用還沒有完全了解的危險讓我們用還沒有完全了解的危險
病毒去感染人群是不道德的病毒去感染人群是不道德的。”。”

聯合國衛生機構說聯合國衛生機構說，，它希望可能有足夠的數據來確它希望可能有足夠的數據來確
定目前正在測試的任何定目前正在測試的任何 COVID-COVID-1919 疫苗在年底之前是疫苗在年底之前是
否有效否有效。。但是它警告說但是它警告說，，第一代疫苗不太可能提供全面第一代疫苗不太可能提供全面
的保護的保護，，要控制這種流行病至少需要兩年時間要控制這種流行病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全球新冠病例超全球新冠病例超40004000萬例萬例 專家專家：：大流行冰山一角大流行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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