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0070_WCM_62469C_M CMS ACCEPTED 08152020 © WellCare 2020 NA1WCMADV63208C_00WC  

WellCareforTX.com

 

    

 

      
         

 

 

 

 

 

1-844-986-0048 (TTY: 711)

WellCareSeminars.com

WellCare

15

7

WellCare

J155912_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 Chinese _TX_5.6 X 20.2_AP21CNEWC62469FP.indd   1 10/27/2020   5:11:13 PM

BB11

2020年11月17日 星期二
Tuesday, November 17, 2020

李仕球李仕球
優勝保險優勝保險
ChampionsInsuranceGroupChampionsInsuranceGroup
代理上百家代理上百家 AA 級保險公司級保險公司
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電話電話:: 713713--260260--88998899 Fax:Fax: 713713--260260--88948894
地址地址﹕﹕1020010200 Richmond Ave. SuiteRichmond Ave. Suite 251251,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4277042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BB22
星期二       2020年11月17日       Tuesday, November 17, 2020

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一架載有四名宇航員的一架載有四名宇航員的SpaceXSpaceX
航天器週日飆升至外太空航天器週日飆升至外太空，，這標誌著這標誌著NASANASA希望該公司多年致力希望該公司多年致力
於保持國際空間站人員配備的開始於保持國際空間站人員配備的開始。。

美國宇航局的宇航員邁克爾美國宇航局的宇航員邁克爾··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維克多維克多··格洛弗格洛弗、、香香
農農··沃克和日本宇航局的宇航員野口順一目前正在軌道上沃克和日本宇航局的宇航員野口順一目前正在軌道上，，他們他們
乘坐的是火箭乘坐的是火箭““龍龍””飛船飛船（（SpaceX Crew DragonSpaceX Crew Dragon），），預計將在美預計將在美
國東部時間週一晚上國東部時間週一晚上1111點與國際空間站對接點與國際空間站對接。。

火箭升空後美國宇航局在推特上說火箭升空後美國宇航局在推特上說，“，“Crew-Crew-11任務的宇航任務的宇航
員已於東部時間晚上員已於東部時間晚上77::2727從肯尼迪中心乘坐獵鷹從肯尼迪中心乘坐獵鷹99號火箭升空號火箭升空，，

正在前往國際空間站正在前往國際空間站。”。”
到國際空間站的旅程預計需要到國際空間站的旅程預計需要2727個小時個小時。。據美國航天局官據美國航天局官

員說員說，，發射原定於週六開始發射原定於週六開始，，但由於強風推遲但由於強風推遲。。
另外另外，，美國副總統彭斯星期天早些時候在推特上表示美國副總統彭斯星期天早些時候在推特上表示，，他期他期

待與第二夫人凱倫待與第二夫人凱倫··彭斯一起出席發射升空的觀摩活動彭斯一起出席發射升空的觀摩活動。。白宮的白宮的
一份聲明說一份聲明說，，彭斯夫婦將於週日前往佛羅裏達州彭斯夫婦將於週日前往佛羅裏達州，，晚上返回華盛晚上返回華盛
頓頓。。彭斯在推特中寫道彭斯在推特中寫道，，恭喜恭喜Crew-Crew-11號任務宇航員號任務宇航員@ Astro_illi@ Astro_illi--
nini，， @ AstroVicGlover@ AstroVicGlover，， Shannon WalkerShannon Walker 和 日 本 宇 航 員和 日 本 宇 航 員 @As@As--
tro_Soichitro_Soichi！！這些宇航員與我們的希望和祈禱一同飛行這些宇航員與我們的希望和祈禱一同飛行！！

這次任務將是美國宇航局首次將私人擁有的火箭宇航員送入這次任務將是美國宇航局首次將私人擁有的火箭宇航員送入
太空太空。。

今年今年 88 月月，，兩名美國宇航員返回地球兩名美國宇航員返回地球，，在乘坐商業開發的在乘坐商業開發的
SpaceXSpaceX ““龍龍”” 飛船前往國際空間站執行任務後安全濺落到墨西飛船前往國際空間站執行任務後安全濺落到墨西
哥海灣哥海灣。。

這兩人於今年這兩人於今年55月從佛羅裏達州升空月從佛羅裏達州升空，，這是美國宇航局這是美國宇航局20112011
年以來首次從美國本土發射宇航員年以來首次從美國本土發射宇航員，，也是商業開發的航天器首次也是商業開發的航天器首次
將人類送入軌道將人類送入軌道。。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SpaceXSpaceX航天器正在將四名宇航員航天器正在將四名宇航員
送往國際空間站送往國際空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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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標普標普500500指數上週收指數上週收
於新的歷史高位於新的歷史高位，，全球股市在疫苗研發利好的全球股市在疫苗研發利好的
消息傳出後連續第二週上漲消息傳出後連續第二週上漲。。輝瑞製藥和輝瑞製藥和BiBi--
oNTechoNTech宣布他們的疫苗在研究中具有宣布他們的疫苗在研究中具有9090％的％的

有效性後有效性後，，上週一股市飆升上週一股市飆升，，尤其是受疫情直尤其是受疫情直
接打擊且依賴經濟重啟的周期性行業表現強勁接打擊且依賴經濟重啟的周期性行業表現強勁
，，而受益於疫情的行業表現則遜色而受益於疫情的行業表現則遜色。。資產類別資產類別
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輪換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輪換，，小型股和國際股票小型股和國際股票
的漲幅超過了美國大型股的漲幅超過了美國大型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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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8029480點點（（週漲幅週漲幅44..11%%，，年漲年漲

幅幅33..33%%），），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5853585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22%%，，年漲幅年漲幅1111%%），），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182911829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66%%，，年漲幅年漲幅3131..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在過去兩周中在過去兩周中，，美國股市的漲幅達美國股市的漲幅達

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010％％。。疫苗的利疫苗的利
好消息為市場建立了一定的安全網好消息為市場建立了一定的安全網，，
但並不會使股市免受波動的影響但並不會使股市免受波動的影響。。上上
周美股漲勢喜人但並不穩定周美股漲勢喜人但並不穩定，，標普標普
500500指數以蹺蹺板式最終增長指數以蹺蹺板式最終增長22..22％％
。。新的新的COVID-COVID-1919病例和住院治療的病例和住院治療的
激增很可能是未來幾週市場波動的主激增很可能是未來幾週市場波動的主
要誘因要誘因。。隨著新一輪疫情高峰的到來隨著新一輪疫情高峰的到來
，，未來幾個月經濟活動反彈的步伐可未來幾個月經濟活動反彈的步伐可
能會停滯不前能會停滯不前，， 但是回到今年早些但是回到今年早些
時候的大範圍封鎖措施的可能性不大時候的大範圍封鎖措施的可能性不大
。。市場情緒將在疫苗進展市場情緒將在疫苗進展、、近期感染近期感染
數數、、以及經濟重啟進程之間波動以及經濟重啟進程之間波動。。

總統大選結果基本確定總統大選結果基本確定，，政治塵埃政治塵埃
已經有所解決已經有所解決，，但尚未消失但尚未消失。。喬治亞喬治亞
州參議院兩個席位的角逐要到州參議院兩個席位的角逐要到11月初月初

才能結束才能結束，，而參議院的控制權則懸而未決而參議院的控制權則懸而未決。。民民
主黨如取得這兩個席位主黨如取得這兩個席位，，國會的控制權將轉移國會的控制權將轉移
給民主黨人給民主黨人，，這可能引起政治性市場動盪這可能引起政治性市場動盪。。此此
外外，，由於財政救助方案在經濟重啟進程中變得由於財政救助方案在經濟重啟進程中變得
越來越重要越來越重要，，而黨派分歧將財政應對方案推遲而黨派分歧將財政應對方案推遲

到到11月月（（參議院競選的完成和總統宣誓就職參議院競選的完成和總統宣誓就職））
或更晚或更晚，，這也代表了市場焦慮的另一個潛在來這也代表了市場焦慮的另一個潛在來
源源。。

上週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下降至上週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下降至709709,,000000，，
連續第四周下降連續第四周下降，，是自疫情以來的最低水平是自疫情以來的最低水平。。
這標誌著勞動力市場的持續恢復這標誌著勞動力市場的持續恢復。。鑑於消費者鑑於消費者
支出對支出對GDPGDP增長的重要性增長的重要性，，勞動力市場將是持勞動力市場將是持
續經濟復甦的最有力推動力之一續經濟復甦的最有力推動力之一。。分析師預計分析師預計
失業率將在失業率將在20212021年進一步下降年進一步下降，，這將支持家庭這將支持家庭
消費和持久的經濟增長消費和持久的經濟增長。。

第三季度財報結束第三季度財報結束，，公司利潤普遍超出預公司利潤普遍超出預
期期，，超過超過8080％的公司平均超出預期％的公司平均超出預期1717％％。。技術技術
、、醫療醫療、、通訊類企業的收入高於去年同期通訊類企業的收入高於去年同期，，反反
映出許多公司和行業有效應對疫情映出許多公司和行業有效應對疫情、、甚至在在甚至在在
疫情中蓬勃發展的能力疫情中蓬勃發展的能力。。同時同時，，工業工業、、能源能源、、
和金融服務業的利潤仍遠低於去年水平和金融服務業的利潤仍遠低於去年水平。。總體總體
而言而言，，具有韌性的公司收益為進一步擴大市場具有韌性的公司收益為進一步擴大市場
收益奠定了令人鼓舞的基礎收益奠定了令人鼓舞的基礎。。目前市場普遍預目前市場普遍預
期期，，到到20212021年年，，標普標普500500的利潤將增長的利潤將增長2222％％。。

自自33月下旬以來的反彈期間月下旬以來的反彈期間，，所謂的所謂的““疫情疫情
居家股居家股””一直表現強勁一直表現強勁。。但是但是，，上週疫苗的希上週疫苗的希
望激發了人們對恢復更正常的經濟狀況的信心望激發了人們對恢復更正常的經濟狀況的信心
，，上周金融上周金融、、工業和能源板塊表現最佳工業和能源板塊表現最佳，，而技而技
術板塊則落後術板塊則落後。。上週的輪換是適當的市場反應上週的輪換是適當的市場反應
。。建議投資者使用最近的市場走勢來評估自己建議投資者使用最近的市場走勢來評估自己
的投資組合的投資組合，，是否需要調整資產類別和行業間是否需要調整資產類別和行業間
的平衡的平衡，，並保持適當的多元化並保持適當的多元化。。

美國日增確診近美國日增確診近2020萬例萬例
連續連續55天刷新全球紀錄天刷新全球紀錄

(本報訊)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全球新
冠確診病例達53788566例，死亡病例為1308725
例。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確診病例達
10877379例，死亡病例為245519例。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13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全美12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94610例，
連續第五天刷新全球範圍內一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最高紀錄。
面對疫情加劇惡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醫療
記者桑傑·古普塔撰文指出，疫情已經在美國造成
近25萬人死亡，相當於今年美國有625架客機墜毀
，幾乎每天掉兩架。而美國的疫情還在繼續惡化。

真正的悲劇在於很多情況本來是可以預防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醫療記者桑傑·古普

塔：相關模型預測，如果我們現在不做任何改變，
到今年年底12月31日，我們每日新增病例可能達
到30萬例，到明年2月1日死亡病例可能達到40萬
。真正的災難開始顯現，而這原本完全可以避免。

在受新冠疫情影響關閉數月後，利比亞與突尼
斯交界的拉斯傑迪爾口岸14日重新開放，兩國航
班正式恢復。

世界衛生組織13日提議，在全球範圍內建立
病原體材料和臨牀樣本共享體系，以促進醫療應對
措施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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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恒指公司14日在港股收市後，公布

恒指“換馬”結果，美團大熱“染

藍”。另外，百威及安踏則爆冷獲納入

恒指成份股，同時“第一代”藍籌、即

成為藍籌半世紀的太古則步其子公司國

泰後塵遭剔出。恒指公司另決定，將藍

籌數目增至52隻，為8年來首次增加藍

籌股數目。

美團圓夢 百威安踏爆冷染藍
藍籌數目增至52隻 半世紀太古將告別

美團在今年8月的季檢時，曾大熱倒灶，落選
藍籌。但其後股價仍直線攀升，市值升至

逾18,000億元（港元，下同），成交額也大幅增
加，日均成交逾50億元，終成功問鼎藍籌。至於
去年獲納入國指的安踏，以及去年9月上市的百
威，都被視為“黑馬”，而今次恒指增加藍籌數
目至52隻，終使得這兩股“如願以償”。市值在
藍籌“包尾”的太古，則步其子公司國泰後塵，
今次遭剔出藍籌之列。

恒指創始成員將只剩下4家
值得一提的是太古，該股自1973至1974年將

上市公司太古船塢，注入香港主要資產重組成太古，
是恒指成份股的創始成員，藍籌身份已保持了逾半
個世紀。太古離開後，恒指的創始成員理論上只剩
下中電、電能、長和及滙控。

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示，美團終
成功染藍，但他認為，消息未必可為美團股價帶
來很大刺激，主要由於相比3個月前的季檢，美
團股價已由約214元水平，急升至近期高位334.6
元，其間累升已逾5成，市值也由1.3萬億元增至
1.9萬億元。在如此巨大的升幅下，美團再高追的
風險甚大，市場隨時借好消息出貨。
今次恒指公司將藍籌數目進一步增加，事實上，

早在8月公布季檢時，該公司已提前指出，鑑於新
經濟行業在港急速發展，恒指公司建議對藍籌的組
成作全面檢討，包括如何組合及挑選成份股、成份
股數目、權重、行業及地域分布等。同時又稱，恒
指成份股數目或會增加。市場人士認為，市場陸續
有“巨無霸”企業赴港上市，成為藍籌的門檻已愈
來愈高，市值低但有一定行業代表性的企業或會被
剔走，故恒指擴容，可給予市值小、代表性高的企
業，仍有機會留在藍籌中。

資金回流科技股 港股守26000
除恒指外，國指成份股也有大變動，阿里健康、

中芯、京東、網易等新經濟股成為國指成份股。恒
生科指成份股也加入明源雲及祖龍，而恒騰和網龍

則被剔出。
港股連跌第3日，14日早曾跌逾200點，失

守26,000點大關，主要因美國白宮突然發布行政
命令，禁止美國人投資於中移動、中電信等31間
企業，拖累相關公司股價。不過，騰訊季績理
想，加上大行唱好，資金重新流入科技股，港股
全日跌幅收窄至12點報26,156點，成交逾1,514
億元。
恒指全周仍累升444點或1.7%，恒生科指雖

然14日彈3%報7,939點，但全周仍要跌2.6%。
騰訊季績後獲部分大行上調目標價，股價升4.3%
至602元。藥明生物今日股份1拆3生效，股份再
升5.7%，是升幅最大藍籌。美團炒作染藍，14日
表現突出，股價再升6.6%，成交額增至85.67億
元。此外，小米及京東也各升4.3%及7.9%。

傳獲私化 SOHO中國曾飆41%
外電14日在盤中報道，指高瓴資本正與SOHO

中國作私有化談判，作價或超過20億美元，消息一
度令該股最高升近41%。後來，內地媒體引述高瓴
資本指，並無與SOHO就私有化進行談判，稱有關
消息不實，SOHO股價升幅大為收窄至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
港新股市場暢旺，監管機構亦籌謀大改
革。繼港交所研究將新股招股時間縮短
至1日之外，證監會也計劃針對從事股
票和債券發行業務的投資銀行推出新準
則，其中包括關於如何向客戶收費的框
架，以及考慮調整向基石投資者分配股
票的規則。

路透社14日引述消息人士稱，證
監會要求投行14日（上周五）之前就交
易過程的幾個方面提供反饋。

報道說，雖然證監會擁有數套監管
銀行和券商處理交易的準則，但它在首
度尋求為籌資制定詳細的行為準則，作
為近期收緊監管的努力之一。證監會最
新行動包括，希望創建一個恰當的框
架，確定投行如何、何時收取管理股票
和債券發行的費用，以及費用該如何計
算。

現時投行的報酬可取決於各種績效
措施，包括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後交易
情況如何。

知情人士表示，證監會也在考慮調
整向基石投資者分配股票的規則。這是
香港的一種現象，即大型投資者被保證
可以在IPO中獲得部分股份，並將持有
至少6個月。

研調整向基投分配股票規則
證監會也在考慮是否應較早敲定承

銷團，以限制未參與交易的投行向投資
者推銷股票以試圖謀得一個位置。

證監會去年表示，正在對累計投標
詢價(book-building)進行審查，即投行如
何接受股票或債券交易的訂單並將其分
配給投資者。

另外，港交所亦計劃推出一個新電
子平台，縮短香港的新股招股時間，希
望將新股上市交易日距離定價日的時
間，由普遍的5天縮短至1日，以提升
新股市場的定價效率，及大幅減少新股
申購凍結資金對香港銀行間市場流動性
帶來的不必要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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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連跌港股連跌33日日，，本周本周
仍 累 升仍 累 升 11..77%% ，， 力 守力 守
2626,,000000點大關點大關。。 中通社中通社

恒指公司公布藍籌變動
染藍股份

美團
百威
安踏

剔出股份

太古

市值(億港元)

17,999
3,271
2,743

市值(億港元)

391

變動後佔
藍籌比重

5%
0.46%
0.99%

變動前佔
藍籌比重
0.23%

醫療展區火爆
進博會釋放中國新機遇

兩個展館，超 6 萬平方米展覽面

積，全球領先藥廠和設備制造商悉數到

場，“大牌”數量為三屆之最。在第三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以下簡稱“進博

會”)上，醫療衛生成為國際合作的熱門

領域。

隨著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中國

醫療健康市場正在快速成長。與此同

時，我國還在不斷擴大市場開放，將

堅定不移持續放寬市場準入，強化知

識產權保護，維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

，明確要把中國市場變成全球市場。

這也進壹步激發了外資企業對中國市

場的熱情。記者在進博會現場采訪了

解到，參展商紛紛表示看好中國醫療

健康產業潛力，尤其是技術推動下智

慧醫療領域的前景，看好進博會提供

的合作交流機會，並將進壹步加大對

中國市場的布局。

行業“大牌”悉數到場
醫療展區規劃展覽面積 6 萬平方

米，實際展覽面積遠超規劃面積，展

商近340家，世界500強及龍頭企業70

多家，世界排名前十的制藥企業和世

界排名前十四的醫療器械企業悉數赴

約。本屆進博會的醫療展區爆滿，成

為關註焦點。

其中，既有高精尖的醫療器械，也

有先進的醫療服務解決方案，既有家用

醫療設備、常備慢性病藥物，也有營養

保健品，覆蓋醫療健康的方方面面。

記者在展館裏看到，“全球最小心

臟起搏器”——美敦力Micra雙腔無導線

起搏系統，精巧到只有膠囊大小。展臺

工作人員介紹，2019年，第壹代Micra就

正式進入了國內，本次進博會上展出的

是該產品的第二代，重量只有2克，但

適應人群比例卻從原來的 30%擴大至

70%。

專註糖尿病治療的諾和諾德公司展

臺上，除已經在中國上市的14款創新藥

和9款創新註射裝置在列之外，其創新

的德谷胰島素和GLP-1類似物利拉魯肽

的單針合劑產品等多項糖尿病領域的全

球創新成果也悉數亮相。

日本歐姆龍帶來了心電壹體式血壓

計。據介紹，這是全球首款具備測量

EKG心電圖的血壓計，可完成血壓、房

顫兩個與中風相關的重要指標監測，並

通過互聯網和應用程序，讓患者和醫生

緊密地聯系在壹起，幫助醫生更高效準

確的完成診斷、管理病情和改善治療方

案。

另外，保健品也成為關註熱點。

美寶國際攜含多種再生營養物質和天

然成分的升級版 GI REGENERATE(極

愛膠囊)、血糖平衡膳食補充劑升級

版Glymate(衡糖膠囊)等明星產品再次

亮相。

更大市場空間開啟
參展的火爆源自於對市場的期待

。在進博會配套活動“第四次工業革

命與智慧醫療論壇”上發布的《2020

共享健康中國機遇白皮書》顯示，

2019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達到6.5萬億

元人民幣，占 GDP 百分比為 6.58%。

中國健康產業總體規模僅次於美國，

位居全球第二。

《白皮書》同時指出，中國健康市

場發展仍處於初期階段，成長潛力大。

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在6%左右

，而2017年世界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支

出占GDP的9.88%， 2018年OECD國家

衛生支出平均占GDP的 8.8%。特別是

美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衛生

支出的比重均超過GDP的10%。由此可

見，中國健康市場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

景。

《白皮書》還顯示，隨著人們對生

活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對於傳統醫療

治療需求逐漸轉移到健

康保健、管理和預防。

2010年至2015年間，中

國人均健康支出增速超

過10%，成為為數不多

的超過GDP增速的朝陽

行業。健康服務業也展

現出新的業態，不斷與

養老、旅遊、互聯網、

健身休閑、食品、體育

等產業融合，催生了健

康新產業、新業態、新

模式。

根據頭豹研究院統

計，中國健康管理服務

行業市場規模由2014年

的 1054.3 億元上升至

2018年的2481.1億元，

年復合增長率為 23.9%

。

與此同時，中國快

速成長的醫療健康市場

還在不斷擴大開放。商務部部長助理任

鴻斌在上述論壇上表示，我們要把中國

市場變成全球的市場、大家的市場、共

享的市場，可以預見，未來中國醫療市

場潛力將進壹步得到釋放。

智慧醫療成關註焦點
值得壹提的是，在醫療健康合作領

域中，智慧醫療前景備受關註。任鴻斌

表示，中國智慧醫療市場規模迅速擴大

。據有關機構統計，中國已經成為僅次

於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智慧醫療市

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中國智慧醫療市場將繼

續擴大。

相關政策也在加快推進。國家衛生

健康委員會規劃發展與信息化司壹級巡

視員齊貴新說，“十四五”時期，衛生

信息化工作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我們迫

切需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推進

基礎設施建設進壹步升級，逐步打通衛

生健康行業發展的信息大動脈。

齊貴新表示，將推動數字經濟進壹

步在衛生健康領域大力發展，大力發展

互聯網醫療、智慧健康養老、數字化健

康管理、智能中醫等新業態，加速形成

醫療數據的要素市場，推動智慧健康成

為新的增長點。

市場成長與政策支持疊加，也進

壹步推進了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擴大

投資的熱情。強生資深全球副總裁、

中國區主席宋為群稱，中國在人工智

能、3D打印、5G、手術機器人等領域

的創新快速發展，隨著前沿科技與醫

療領域的加速融合，智慧醫療在中國

前景廣闊。中國日益成為全球領先的

創新引擎。“我們希望在未來可以有

更多源自中國的創新成果推向全球，

更好地服務病患和消費者的健康需求

。”宋為群說。

波士頓科學大中華區總裁張珺表示

，借助進博會的平臺，波士頓科學將進

壹步深耕中國市場，以多元創新的合作

模式與本土合作夥伴共同成長。“我們

將繼續積極推動開放式創新和本土醫療

企業的深入合作，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

沈，提升基層醫療及時性和可及性，助

力‘健康中國’。”

作為以再生生命科學發展為核心的

企業，美寶集團董事局主席徐鵬表示，

公司三屆進博會均到場，就是看重了中

國健康市場的發展前景，以及進博會平

臺所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產品的交流機會

。未來還將加快再生系列產品的技術升

級和創新，並順應數字化、網絡化、智

能化發展趨勢，打通國際跨境電商等新

模式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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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協助衛生署追踪接觸者 

全民抗擊新冠

如果您的COVID-19檢測結果呈陽性或
曾與確診患者接觸：

哈里斯郡衛生署會與您聯繫。如果您收
到來自 832 927 7575 的電話，請一定要接聽！

如果收到來自346 229 1960 的短信，請及時回复！

 衛生署追踪信息都是全程保密
而且不會問關於移民、個人銀行或者社安號等個人信息。

接觸者追踪是一種簡單且全程保密的方法。
公共衛生署一直以來使用這種方法來減緩傳染

病的傳播速度，避免疫情爆發。
我們都應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回答幾個簡單的問

題來協助衛生署抗擊新冠.

更多關於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請登錄
www.hcphtx.org

OCEE 11/10/2020

H C P H T X . O R G

(832) 927-7575

!

(本報休斯頓報導) 為了減少疫情跨
境的傳播，從今年11月6日起，赴大陸
的中、外籍乘客要注意了，須憑登機前
2天內在美採樣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和血清特異性IgM抗體（簡稱
「血清抗體」）檢測陰性證明登機，兩

者缺一不可，否則上不了飛機。
提供48小時內的雙陰證明，才可登

機
隨著新冠毅情的發展，原本中國相

關部門在今年七月下旬發布公告，要求

所有搭乘民航班機前往中國大陸的旅客
，必須要有5天內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陰性的證明，才能夠登機。在九月初
，中國大使館又更新公布，必須提供3
日內、也就是72小時內的新冠病毒核酸
檢測陰性證明，才可以上飛機。現在最
新的規定，從11月6日起，赴大陸旅客
需要提供48小時雙陰檢測證明，才可以
上飛機。

全球疫情此起彼落，加上面臨秋冬
即將來臨的第二波新冠疫情，中國要求

旅客提供的核酸檢測，希望能有效減少
感染的情況發生。

休斯頓的臨床實驗室可幫助完成雙
陰檢測

就位在大休斯頓地區，一家美國
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可以幫
助您完成新冠病毒雙陰檢測報告，包括
FDA審核授權的檢測包，1-2天內提供
電子版或者打印的檢測報告，可協助生
成健康碼，並且接收醫療保險，可以上
門採樣，價格非常有競爭力，還有團體
優惠！

據了解，這家臨床實驗室在休斯頓
的德州醫療中心附近成立，其使命是使
用所開發的專業知識和專有工具，提供
快速準確的解釋服務、以及NGS數據的
挖掘，團隊陣容堅強，包括科學和技術
團隊、由ABMGG認證的遺傳學家、臨
床醫生、博士基因組科學家、生物信息
學家、和IT專家組成。

核酸檢測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科學家們日

以繼夜的工作，完成對新冠病毒全基因
組序列的解析，並且通過與其它物種的
基因組序列的對比，發現新冠病毒中具
有的特殊核酸序列。在臨床實驗室檢測

過程中，如果在受檢驗者樣本中檢測到
新冠病毒的特殊核酸序列，就表示這位
受檢者可能被新冠病毒所感染。

每個生物的核酸都是不同的，經由
核酸檢測就是要確定人身上是否已經染
有病毒，目的就是找出病毒的攜帶者。
病毒攜帶者若有症狀就是病人，若是沒
有症狀，稱為無症狀感染者。

近期要赴大陸，需要雙陰檢測的民
眾可網上預約: http://ailifeus.com/#/co-
vid19；詢問電話: (832) 438-4455（中文
）; (346) 342-1802 (English)；郵箱:cov-
id19@ailifeus.com。

新規定新規定!! 往中國的旅客注意囉往中國的旅客注意囉 需提供需提供4848小時雙陰檢測報告小時雙陰檢測報告
美國美國CAP/CLIA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新冠病毒及血清抗體檢測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新冠病毒及血清抗體檢測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選對計畫不再有負擔選對計畫不再有負擔
加入藥物計劃擺脫昂貴吃藥的恐懼加入藥物計劃擺脫昂貴吃藥的恐懼！！

(本報休斯頓訊) 對於許多
人來說，年齡的增長意味著身
體的衰弱，吃藥就免不了成為
一個日常的行為，但是有時一
些品牌藥物價格對於這些人來
講負擔過重， 而選擇非品牌
藥物雖然便宜，又怕沒效果，
而進入了“品牌藥吃不起，便
宜藥不敢吃”的死胡同中。

對於許多在美國工作的年
長者來說，退休後享受國家醫
療理所應當，但對於有些年長
者、特別是吃藥的年長者，國
家給的原始醫療計劃(Original

Medicare)，並不包括藥物的花
費在內。而在“Medicare and
you” 手冊當中第 6 頁更明示
“If you want drug coverage,
you can join a separate Part D
plan.”意思是說如果你想加入
藥物計劃，可以另外購買D計
劃(Part D)，而D計劃的價格會
隨著收入而變化。在此說明
Part D是指藥物保險計劃。

元鐘在此向長輩報告好消
息，有一個保險可以讓您免費
加入藥計劃，而且還幫您支付
部分的 B 部分(Part B) 賬單，

還有視力與牙齒的保障。最關
鍵的藥物價格讓我們來為您做
個比較：比如Eliquis（以每粒
5mg，每月60粒計算），如果
沒有保險的話每月需付$477.81
，那麼一年就是$477.81 X 12=
$5733.72；而有保險後您只需
付 $1046.42； 再 比 如 Januvia
（以每粒100mg，每月30粒計
算），如果沒有保險的話，每
月需付$480.43，那麼一年就是
$480.43 X 12=$5765.16；而有
保險您只需付$1054.30。還有
許多可以省錢的藥物，加入藥

計劃後，將可以讓您完全擺脫
吃藥昂貴的恐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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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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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請加johnlee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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