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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安保險
專精於汽車﹑房屋
專精於汽車﹑
房屋﹑
﹑商業保險
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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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服務
電話:: 713
電話
713-484
484-7443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te 100
地址
100A
A﹐
Houston, TX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精緻的小菜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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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會暴力 得克薩斯州一律師被解職

(本報訊)得克薩斯州的律師 Paul Davis
被確任為周三在國會山暴動中的參與者之
一，之後被解僱。
位於得克薩斯州韋斯特萊克的

Goosehead Insurance 公 司 週 四 在 推 特 上
說：Paul Davis 不再擔任法律顧問。
根據彭博律師事務所的陳瑞琪（Ruiqi
Chen）和，Goosehead 首席執行官兼聯合
創始人馬克·瓊斯（Mark Jones）在周四發
送給員工的電子郵件中證實了這一解僱事
件，稱該公司不知道戴維斯計劃參加“暴
力示威”。
“儘管我們支持員工的投票權和政治
表達權，但我們絕不容忍暴力或非法行為
。這位前僱員的舉動並不能反映我們的公
司文化或價值觀，我們對他的舉止感到失
望，”瓊斯在郵件中寫道。 “很幸運，我
們享有集會和言論自由的珍貴權利，但是
這些權利沒有而且也不會擴展為任何形式
的暴力。”
Paul Davis 在他的 Instagram 帳戶上發
布了襲擊國會大廈的視頻。
Paul Davis：“真是氣死人了，這很不
好玩。” 這段視頻在 Twitter 分享，至今已
被瀏覽超過 220 萬次。
Paul Davis 繼續說：“我們所要做的
就是要求我們的公共官員審核多米諾機器

，審核選票。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我們
可以在兩天內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這
是一次合法的選舉，那麼讓我們檢查一下
，如果拜登獲勝，讓我們繼續我們的生活
。但是你知道嗎？我不認為那件事發生了
。”
《 休 斯 頓 紀 事 報 》 的 漢 娜·戴 林 格
（Hannah Dellinger）報告說，戴維斯是唐

美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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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 稿 人 ：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 全球股票市場上週表
現強勁，
現強勁
， 主要指數上週創下新高
主要指數上週創下新高。
。 民主黨在佐
治亞州參議院選舉獲得勝利之後，
治亞州參議院選舉獲得勝利之後
， 確保了參議
院的多數席位，
院的多數席位
， 為今年晚些時候採取更多財政
刺激措施以幫助經濟復甦鋪平道路。
刺激措施以幫助經濟復甦鋪平道路
。 民主黨控
制國會也使未來公司稅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
制國會也使未來公司稅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
，
但考慮到當前的經濟狀況，
但考慮到當前的經濟狀況
， 以及民主黨在國會
的席位優勢並不明顯，稅收改革可能不會在

2021 年成為優先事項
年成為優先事項。
。上週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九個月來首次超過 1％ ， 小盤股和國際股票表
現優於大市，
現優於大市
， 這表明投資者對疫苗接種後階段
的前景感到樂觀。
的前景感到樂觀
。 由於沙特阿拉伯宣佈出乎意
料的減產，
料的減產
， WTI 油價上漲至 50 美元以上
美元以上，
，是 2
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 這增加了市場積極的情
緒 。 截止上週五
截止上週五，
，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31098
點（週漲幅 1.6%，年漲幅 1.6%），
），標普
標普 500 指
數收盤 3825 點 （ 週漲幅 1.8% ， 年漲幅 1.8% ）
， 納斯達克收盤 13202 點（週漲幅 2.4%，年漲

幅 2.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
儘管上週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政治和
社會事件，
社會事件
， 但從投資角度來看
但從投資角度來看，
，卻
有一些熟悉的主題：
有一些熟悉的主題
： 經濟數據顯示
出經濟復甦的彈性和部分地區重新
封鎖的壓力，
封鎖的壓力
， 政治不確定性佔據了
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
， 股市關注新一輪刺激方
案和疫苗接種，
案和疫苗接種
， 並在這兩個利好因素中走高
並在這兩個利好因素中走高。
。
邏輯上，
邏輯上
， 上周華盛頓發生的大事件應該會導致
市場反應消極，
市場反應消極
， 但上週股市的正增長提醒我們
，市場最終取決於經濟基本面而非新聞頭條
市場最終取決於經濟基本面而非新聞頭條。
。
充斥著全球疫情、
充斥著全球疫情
、 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
、 歷史性衰退
、空前的熊市以及同樣空前的市場反彈的 2020
年已經過去。
年已經過去
。 對於投資者而言
對於投資者而言，
， 接下來會發生
什麼？
什麼
？ 選舉年之後的市場表現如何
選舉年之後的市場表現如何？
？ 從歷史數
據上看，
據上看
， 總統選舉後的一年市場表現良好
總統選舉後的一年市場表現良好，
，平
均回報率為 10
10..2％ 。 當民主黨總統在共和黨總
統之後上任時，
統之後上任時
， 接下來一年的平均股市收益率
為 14
14..1％ 。 當同一政黨控制白宮和國會時
當同一政黨控制白宮和國會時，
，接
下來一年的平均市場回報為 11
11..8％ 。 而當控制
黨為民主黨時，
黨為民主黨時
，市場回報率為 13
13..7％。
上週佐治亞州選舉的結果導致民主黨對白
宮和國會的控制。
宮和國會的控制
。 這為拜登新政府推行議程掃
除了一些障礙，
除了一些障礙
， 其中包括提高公司稅率和增加
對高收入者的稅收。
對高收入者的稅收
。 雖然公司加稅會影響即將
到來的收入增長，
到來的收入增長
， 但增稅立即發生的可能性不
高。預計在 2021 年，拜登政府將以增加對家庭
的援助和增加今年政府支出（
的援助和增加今年政府支出
（ 包括潛在的基礎
設施法案）
設施法案
） 的形式
的形式，
， 立即將重點放在財政刺激
上 。 儘管這將增加政府債務
儘管這將增加政府債務，
， 但也將為今年的

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公共支持者，並在騷亂
發生前的幾天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有關大
選的陰謀論。
Paul Davis 被 德 克 薩 斯 州 律 師 協 會
（State Bar of Texas）的聲明所證實，即
使他從高斯黑德（Goosehead）被解僱，
他仍然有資格在德克薩斯州執業。
經濟帶來提振 。 儘管最近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和
經濟帶來提振。
深刻的黨派分歧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
深刻的黨派分歧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
， 從而
提高了從政治角度看待市場的趨勢，
提高了從政治角度看待市場的趨勢
， 但投資者
不應忽視，
不應忽視
， 隨著時間的推移
隨著時間的推移，
， 市場表現取決於
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
、 不斷增長的公司利潤
不斷增長的公司利潤、
、 以及有利的
貨幣政策—而所有這些因素在未來幾年內都預
期將是利好的。
期將是利好的
。 政治動盪或選舉結果不會抑制
經濟的增長能力、
經濟的增長能力
、 優質公司提高利潤和股息的
能力、
能力
、 或美聯儲維持重大刺激方案的意願
或美聯儲維持重大刺激方案的意願。
。值
得一提的是，
得一提的是
， 去年人們擔心總統大選對市場的
影響，
影響
，但自 11 月初以來
月初以來，
，股市已上漲了 16
16％
％，
這歸因於經濟基本面的改善，
這歸因於經濟基本面的改善
， 而不是股市的黨
派投票。
派投票
。
在過去的 50 年中
年中，
， 發生了 8 次經濟衰退
次經濟衰退，
，
包括 2020 年。經濟衰退後的下一自然年平均市
場回報率為 8.1％。勞動力市場的健康是推動經
濟從衰退中恢復以及隨後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
的主要驅動力，
的主要驅動力
，因為消費者支出約占美國 GDP
的 70
70％
％。上週五發布的 12 月就業報告顯示
月就業報告顯示，
，美
國經濟當月失業 14 萬，這反映出由於 COVID 新
病例激增而導致的新的經濟封鎖和限制。
病例激增而導致的新的經濟封鎖和限制
。 目前
的失業率 6.7％仍然是高位
％仍然是高位，
，但遠低於去年春季
接近 15
15％的失業率
％的失業率。
。 從歷史上看
從歷史上看，
， 在失業率從
經濟衰退達到頂峰之後，
經濟衰退達到頂峰之後
， 到第二年年底
到第二年年底，
， 失業
率平均下降了 0.9％。如果今年實現這一目標
如果今年實現這一目標，
，
失業率將保持在 5％水平
％水平。
。分析師認為
分析師認為，
，我們仍
處於新經濟擴張的初期階段，
處於新經濟擴張的初期階段
， 這將為未來積極
的市場表現奠定基礎。
的市場表現奠定基礎
。 今年上半年將繼續受到
COVID 的壓力
的壓力，
， 但是隨著疫苗普及和天氣回暖
， 政府上台後推出的一系列提振措施
政府上台後推出的一系列提振措施，
， 經濟活
動應開始趨向新常態。
動應開始趨向新常態
。

休城新聞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丈夫
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 英國
皇家官員週六說 ，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皇家官員週六說，
和她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已經接種了新
冠病毒疫苗。
冠病毒疫苗
。
白金漢宮官員在一份聲明中說，
白金漢宮官員在一份聲明中說
，
現年 94 歲的君主和現年 99 歲的菲利普
（Philip
Philip）
） 週六與大約 150 萬英國人一
起接受了第一劑疫苗的注射。
起接受了第一劑疫苗的注射
。
接種是在溫莎城堡進行的，
接種是在溫莎城堡進行的
， 女王
和她的丈夫一直在英格蘭疫情封鎖期
間沒有外出，
間沒有外出
，在皇宮度過時光
在皇宮度過時光。
。
皇家官員說，
皇家官員說
， 他們採取了罕見的
步驟，
步驟
， 對君主的健康發表評論
對君主的健康發表評論，
， 以防

止出現錯誤和進一步的猜測 。 皇宮聲
止出現錯誤和進一步的猜測。
明說，
明說
， 女王
女王“
“ 決定讓公民知道她自己
已經接種了新符病毒疫苗”。
已經接種了新符病毒疫苗
”。
12 月 8 日 ， 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
個開始大規模接種冠狀病毒疫苗的國
家 。 政府表示
政府表示，
， 其目標是到 2 月中旬
，向最優先的人群中的約 1500 萬人提
供第一批疫苗。
供第一批疫苗
。其中包括 70 歲以上的
所有人，
所有人
， 以及一線醫護人員
以及一線醫護人員，
， 療養院
居民以及任何健康狀況使他們特別容
易感染該病毒的人。
易感染該病毒的人
。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 版權歸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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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遊戲市場重回快速增長期
突如其來的壹場疫情，令“宅經濟”
急劇升溫，線上娛樂成為人們豐富業余
生活的壹大選擇。
日前,落戶重慶經開區的網易文創數
字經濟產業園宣布正式啟動，首批 20 家
企業同步入駐。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
重慶有意進行遊戲產業鏈布局的標誌性
事件。
《2020 年 中 國 遊 戲 產 業 報 告 》 顯
示 ， 2020 年，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
入約為 2786.87 億元，同比增長 20.71%。
自主研發海外遊戲市場收入近 155 億美
元，同比增長 33%。在經歷了 2018 年和
2019 年較低的增長率之後，2020 年我國
遊戲市場可以說重回快速增長期。

3

中國

文創產業裏的生力軍
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
共有超 28 萬家遊戲相關企業。從地域分
布來看，我國遊戲相關企業數量排在前
三的省份是廣東、江蘇和浙江。其中，
廣東有超 9 萬家相關企業，占全國相關
企業總量的 32.98%。
近十年以來，我國遊戲相關企業的
年度註冊增速呈波動上漲態勢，2017 年
增速到達高峰，為 21.8%；2019 年全年
新增遊戲相關企業超 6.5 萬家，為歷史新
增數量最多的年份。2020 年，我國今年
新增遊戲企業超 5.8 萬家。其中，7 月是
新增企業最多的月份，月新增企業超
6300 家。
遊戲是全世界共通的藝術語言，遊
戲產業是文化產業重要的組成部分，作
為我國文化產業出口重要支柱地位進壹
步凸顯。
英年早逝的 A 股上市公司董事長、
遊族網絡公司的林奇生前就多次表示，
真正成功的世界級 IP，需具備鮮明的民
族性、體現時代精神、具備世界共性的
人性。
在很多時候，做遊戲就是做文化。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常務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敖然表示，網絡遊戲作為文化
產業的“新興”部分，也必然是互聯網
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之壹。讓遊戲
承載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並追求社會價

值的最大化，從而催生新業態，培育新
動能。
2020 年 9 月 28 日，上海米哈遊旗下
的《原神》上線。《原神》中大量融入
了中國風的表達，包括蘇式的園林、徽
式的水鄉，還有華語電影裏面的蘆葦等
，這些華語電影中的傳統元素不僅受到
中國玩家的喜歡，也被全球的玩家認為
是非常新鮮的內容。
米哈遊總裁劉偉稱，在上市 30 天之
後，《原神》全球手遊收入達到 2.45 億
美元。其中海外市場貢獻近 1.63 億美元
，占到其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證明了傳
承優秀文化與商業並不沖突，甚至可以
相輔相成。
盛趣遊戲(原盛大遊戲)CEO 謝斐在
演講中稱，近兩年來，網遊行業展開了
新壹輪的“價值博弈”——由“渠道為
王”回歸到“內容為王”。“人口紅利
逐漸消失的當下，流量思維逐漸變得越
來越式微，文化思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他說。
敖然坦言，遊戲產業發展的過程告
訴我們，遊戲企業對 IP 的重視程度逐年
提升，還可以充分發揮優質 IP 的資源轉
化、價值提升等功能，打破貿易、行業
壁壘，嘗試與更多行業內外企業跨界合
作。“以‘IP+’延展產業鏈條，實現雙
贏乃至多贏。”
科技紅利助產業再造
5G 有可能成為繼智能手機之後，又
壹深刻改變遊戲行業的技術，並以雲遊
戲、VR 遊戲等形式表現出來。當前，科
技對遊戲產業的改造再也無人質疑，大
廠們最擔心的就是被新技術拋下。畢竟
在遊戲行業，壹個爆款可能就代表壹個
時代。
完美世界 CEO、遊戲產業專家蕭泓
認為，新技術推動遊戲產業的發展，其
實是壹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比如說 AI 怎
麼用？利用 5G 網絡的雲遊戲應該怎麼用
？這是技術上的疊代。“我覺得還有壹
個很重要的，是內容上的疊代創新，這
個是非常重要的。”他說。
《中國雲遊戲行業前瞻報告》預計，

到 2026 年中國 5G 全面建成時，雲遊戲在
國 內 的 滲 透 率 將 達 到 50% ， 規 模 高 達
3000 億元。目前百億元市值以上的企
業 ，布局了雲遊戲業務的占比高達
35.1%。雲遊戲將成為現有遊戲存量市場
的新風口。
完美世界早在 2017 年就開始涉足 5G
的研發，從而第壹個打破了國內雲遊戲發
行零經驗、零案例的記錄。雖然雲遊戲的
營收能力還有待觀望，但這壹市場無疑潛
力豐富。而 5G 還為遊戲產業的衍生產業
——電子競技，帶來了更多的想象力。
數據顯示：中國移動遊戲市場實際
銷售收入持續增長，2019 年中國移動遊
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為 1581.1 億元，同
比在 18.03%；2020 年 1~9 月中國移動遊
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 1555.2 億元。
據 5G 雲遊戲產業聯盟相關負責人預
期，隨著各大廠家在原生雲遊戲的探索
逐步展開，適合雲遊戲平臺的遊戲玩法
和操作設計將會出現在玩家的視野中，
雲遊戲產業也將隨之進入爆發期，成為
未來遊戲的主要運行載體和分發平臺。
或迎來又壹個春天

■責任編輯：于大海
經濟
中國經濟

從遊戲產業發展的過程來看，每壹
次互聯網技術的升級都給遊戲產業帶來
新的發展機遇，提供新的市場機會，造
就新的商業模式，催生新的消費習慣，
誕生新的龍頭企業，出現新的產品形態
，形成新的產業業態。
騰訊集團副總裁袁民告訴記者：
“我們正站在壹個跨時代的關鍵節點上
，未來已來並有無限可能，正期待我們
攜手去發現、創造、開拓和運用。在這
個激動人心的進程中，遊戲產業將會迎
來高質量的發展。”
在遊戲產業的發展上，優勢明顯的
北上廣深鉚足了勁，地處西部的重慶也
正大踏步跨入這片“藍海”。
“重慶在遊戲行業是有基礎的，甚至
可以說基礎很好。”日前在重慶舉行的23
屆中國遊交會上，組委會負責人秦笑言表
示，根據相關統計，重慶從事遊戲行業的
公司超過200家，上下遊從業人數超過10
萬人。遊交會以往都在上廣深這些沿海城
市舉行，這次選擇來到重慶，也正是看好
重慶發展遊戲產業的潛力。
靈繪文化傳播公司最早從重慶起步
，於 2013 年進入遊戲產業，先後與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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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務部公布《辦法》保護中國公民法人合法權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中國
商務部 9 日公布《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
法》（以下簡稱《辦法》），對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
外適用，中國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採取必要
的反制措施。《辦法》規定建立由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參加的工作機制，經評估確認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存

﹂

在不當域外適用情形的，可以決定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
門發布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有關外國法律與
權益受到侵害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

《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
法 》 共 計 16 條 ， 已 經 國 務 院 批
准，自 1 月 9 日起施行。《辦法》開宗明義
指出，為了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
適用對中國的影響，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護中國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安全法》等有關法律，制定本
《辦法》。

可發禁令拒承認外國法律
商務部有關說明指出，《辦法》聚焦阻
斷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與第三國企業正常經
貿活動的不當域外適用，為拒絕承認、執行
和遵守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提供了法律依
據。從內容看，《辦法》在信息報告、發布
禁令、司法救濟等方面，借鑒了歐盟等國家
和地區的立法經驗和制度設計，同時也立足
於中國國情，考慮了中國應對外國法律與措
施不當域外適用的實際需要。
《辦法》規定，國家建立由中央國家機
關有關部門參加的工作機制（以下簡稱工作
機制），負責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
的應對工作。工作機制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
門牽頭，具體事宜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

針對中國反制新
法，著名國際經貿專
家、中國商務部研究
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
所長白明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指出，中
國政府制定出台了該《辦法》，這是從
制度上對美國等國家肆意使用“長臂管
轄”說不，維護了國家的經濟主權與經
濟安全。一些國家濫用“長臂管轄”，
包括不限於美國，通過“長臂管轄”干
涉其他國家內政，中國包括大多數國家
一貫反對。
白明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而濫用“長臂管轄”作出不當和錯誤的
各類經濟制裁是逆全球化單邊主義的表
徵，損人不利己，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涉
及的國家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其投資經
營範圍亦越來越大，各國的法律法規需
要相互銜接，各國監管部門需要對話協
商，需要通過法律手段反擊對本國公民
與企業的不法侵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立余指
出，“阻斷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的不當
域外適用並非中國獨有。”20 世紀 90 年
代以來，聯合國通過一系列決議，要求
廢除各種對他國企業和個人具有域外效
力的單方面法律與措施，呼籲各國不承
認、不執行此類法律與措施。歐盟、加
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家和地區先
後制定了阻斷立法。例如，歐盟（歐共
體）於 1996 年制定了《抵制第三國立法
域外適用效果及行動條例》，並於 2018
年更新修訂。

對 長臂管轄 說不 維護經濟主權安全

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
措施的禁令，根據該辦法，企業、中國公民、法人合法

、網易等遊戲巨頭合作，參與過《王者
榮耀》《陰陽師》等知名遊戲的制作和
運營。目前，該公司重慶團隊規模已超
過 300 人，年產值超過 1 億元。
首批重慶市軟件產業園之壹的重慶
軟件園，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在智博會上
作為重大項目簽約，總投資百億元。在
開園壹年時間內，已經吸引了很多北上
廣深的企業落戶重慶。
重慶軟件園董事長杜婷婷對記者說
：“未來，重慶軟件園將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在產業相關各方的鼎立配合下
，把遊戲產業人才培養基地做起來，把
眾多國內外優秀文創企業引入重慶，把
重慶本土的遊戲企業服務好，迎接遊戲
產業的又壹個春天。”
重慶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張進表示
，為了吸引更多企業抱團成長，重慶經
開區正計劃出臺壹系列扶持政策，從企
業創立、爆款遊戲研發、發行上線、購
買遊戲工具，到海外平臺測評、產品代
理等方面，都將給予壹定的補貼。此外
，在遊戲企業融資環節，經開區也會根
據企業獲得的融資金額，給予壹定鼓勵
支持。

■《辦法》聚焦阻斷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與第三國企業正常經貿活動的不當域外
適用，為拒絕承認、執行和遵守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圖為早年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消費電子展，參觀者在華為展台體驗產品。 資料圖片

發展改革部門會同其他有關部門負責。

中國公民法人受損可訴訟求償

《辦法》 要點

《辦法》明確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組織根據禁令，未遵守有關外國法律
與措施並因此受到重大損失的，政府有關部
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必要的支持。《辦
法》同時指出，當事人遵守禁令範圍內的外
國法律與措施，侵害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合法權益的，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
該當事人賠償損失。

一、對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中國政府

企業要承擔相應義務

侵害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者，
中國公民與企業可依法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要
求其賠償損失。

企業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的同時，《辦
法》亦規定企業要承擔相應義務，包括及時
報告相關情況、遵守禁令等，否則將會受到
相應處罰。《辦法》規定了中國公民、法人
或其他組織遇到禁止或限制其與第三國正常
經貿活動的不當域外適用時的報告制度，同
時規定了保障企業合法權益的多種救濟渠
道。針對實踐中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
織遵守禁令可能存在特殊困難或面臨特殊情
形的，《辦法》也規定了豁免制度，以保障
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採取必要的反制措
施。

二、建立由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參加的工作機
制，經評估可發布禁令，責令企業等不得承認、
不得執行、不得遵守存在不當域外適用情形的外
國法律與措施。

三、當事人遵守禁令範圍內的外國法律與措施，

四、中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根據禁令，未遵
守有關外國法律與措施並因此受到重大損失的，
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必要的支
持。

五、存在困難與特殊情形的中國公民和企業，必
須在30天內申請豁免遵守禁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體現中國維護國際經貿秩序的擔當

韓立余說，中國政府制定出台了這
一《辦法》，以捍衛國家利益，避免或
減輕對我企業產生的不利影響，維護正
常的國際經貿秩序。辦法第二條明確界
定了適用範圍，即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不當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
與第三國企業正常經貿活動的外國法律
與措施的域外適用情形。這種情形，通
常稱之為“次級制裁”。
韓立余說，新法旨在保護正當合法
權益，維護國際經貿秩序，《辦法》的
出台，表明了中國政府反對外國法律與
措施不當域外適用的嚴正立場，提供了
保障企業合法權益的救濟渠道，也體現
了中國維護國際經貿秩序的責任擔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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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
客戶遍及全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本報休士頓報導) 永鴻注冊會計師
樓(Capital Partners Accounting)提供出色
的會計、稅務、財務盈利能力、業務策
略解決方案和諮詢服務，客戶遍及全美
。公司以客戶為中心，擁有行業內最專
業的專家，陣容極為堅強。公司致力於

與客戶建立可信賴的長期關係，服務讓
客戶滿意而肯定。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認證會計師不
斷獲得行業相關的最新知識，並通過新
的認證，以確保團隊掌握會計領域的所
有最新信息，包括法律、規定和技術的

最新資訊。
幫助客戶做稅務籌劃(tax planning)
，讓客戶免於擔心，我們深入了解客戶
的業務目標，讓稅務籌劃需求都掌握在
專家手中，請放心交給我們!
專業服務:包括公司成立、會計簿計

、薪資申報、財務報告、稅局審計、各
類保險。
報稅服務:公司報稅、合夥報稅、個
人報稅 海外報稅、非營利報稅、電子
報稅。
投資計畫:EB-5 投資移民、退休計
劃、遺產規劃、醫療保險。
以上所有稅務難題，永鴻注冊會計
師樓的會計師都會精心為您處理，通過
與永鴻合作，您將與真正為您取得長期
成功而投入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並且

能夠保護您的企業資產、減少債務，並
在未來的業務中蓬勃發展。
永 鴻 注 冊 會 計 師 樓 電 話:
832-559-2999。 E-mail: info@partnerbooks.com。休士頓辦公室: 9788 Clarewood Dr.,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36
。紐約法拉盛辦公室:136-56 39th Ave.,
Suite 410, Flushing, NY 11354。 紐 約 布
魯 克 林 辦 公 室:812 60th Street, Room
7FL Brooklyn, NY 11220
網站 www.partnerbooks.com。

四季搬家公司 價格實惠 品質有保證
讓喬遷更省心 提供一流的搬家服務

【本報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
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候，因為面臨
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
的搬遷團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
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區
的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五
年的搬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
靠的態度，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

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
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搬遷
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
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
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
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
，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

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專門
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
人還有特別優待，同時，也優惠前往
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 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
，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可以隨機應
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
當天才聯絡，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
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
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
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
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各
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
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
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
大學、教會、或專業鋼琴家等進行鋼琴
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
墊，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
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
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主衛生
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
二、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
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
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
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
要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
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
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
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
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
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
，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

，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
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
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
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
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黃
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
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的顏
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
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
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楚
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運。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 ＆ Storage) 連 絡 電 話:(281)
903-7688、 832-867-5467， 或 上 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