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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晴律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專精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公民入籍
專精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
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
﹐尋求最適當的方案
電話:: 713
電話
713-627
627-3000
chengkate@ymail.com
地址:: 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
地址
600,, Houston,
TX 77027 ( 位於 59 號公路 Weslayan 出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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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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學生辦商店提供免費食品幫助疫情中的家庭
美國疫情最嚴重全球逾 1 億 287 萬例確診

(本報訊)由德克薩斯州一家學生經營的雜
貨店提供免費的花生醬和牛奶到罐頭食品的各
種服務，它通過幫助那些在疫情中需要的人來
需求回饋社區。
這家位於德克薩斯州桑格（Langer）的琳
達·塔特中學（Linda Tutt 高中）內的獨特雜貨
店於 11 月開業，目前已為 130 多個家庭提供服
務，並且客戶在不斷增長。
琳達·塔特中學（琳達·塔特中學）的校長
安 東 尼·洛 夫 （ 安 東 尼·愛 ） 說 ， 由 於 COVID-19 大流行，在桑格社區內確實存在有關食
品不安全的問題。由學生辦商店提供免費食品
的概念是保羅·華雷斯（Paul Juarez）的構想，
他是第一難民事務部（First Refuge Ministries

(本報訊)官方數據顯示，終止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1 日 11 時，全球至少 222 萬 7605 人死於 2019 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至少有 10 億 287
萬 8810 例確診。
疫情從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爆發，克服今全球至
少有 6245 萬 4800 人被認為已康復。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法規每天提供的統計數
據，不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西班牙和英國等 3 國的
統計單位其後提出的重新轉換數據，而且數據只是實
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
直正確檢測出。
全球 1 月 31 日通報補充 8457 人病歿，40 萬 4266
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補充病歿人數最多國家
依 序 為 美 國 （1955 死 ） ， 英 國 （587 死 ） 與 巴 西
（559 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過渡 44 萬 1331 人病
故，2618 萬 7424 例確診。

）的執行董事，也是得克薩斯健
康資源公司的負責人。
對雜貨店來說，這是一個好
主意，因為很快就可以看到該計
劃對社區其他人的積極影響。
商店剛開業時，僅向學生和
員工開放。但是現在，這家由學
生經營的商店在星期二晚上對所有人開放。
想要在雜貨店購物的學生和社區成員會根
據家庭人數分配一定數量的積分。這種積分系
統的優點在於，通過為學校做好事，學生實際
上可以賺取額外的積分。
校方說：“我們的學生有很多參與我們學
校的機會，並獲得積分，他們可以用來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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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第四季度國內生
產總值數據顯示，
產總值數據顯示
，由於消費者對支出的謹慎態度增加
由於消費者對支出的謹慎態度增加，
，美國經濟
在創紀錄的第三季度增長之後有所改善。
在創紀錄的第三季度增長之後有所改善
。本季度增長可能會進一
步延長，
步延長
，但經濟活動和就業應開始反彈
但經濟活動和就業應開始反彈，
，尤其是在 12 月通過的
9000 億美元財政刺激措施的推動下
億美元財政刺激措施的推動下。
。 儘管一些嚴重做空的庫存
出現了波動，
出現了波動
，並且一月份股票市場出現了負回報
並且一月份股票市場出現了負回報，
，但經濟基本面
和前景發生了變化。
和前景發生了變化
。中央銀行和政府刺激措施的結合仍將是經濟
和股市的利好因素。
和股市的利好因素
。上週五
上週五，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9983 點（週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22 萬 4504 人喪
生，920 萬 4731 例確診），墨西哥（15 萬 8536 人喪
生，186 萬 4260 例確診），印度（15 萬 4392 人喪生
，1075 萬 7610 例確診）及英國（10 萬 6158 人喪生
，381 萬 7176 例確診）。
跟隨染病死亡人數佔人口比例，比利時是死亡率
最高國家，每 10 萬人就有 182 人染疫喪命；其次依序
為斯洛維尼亞（168 人），英國（156 人），捷克（
153 人）及義大利（146 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漸增 73 萬 8573 死，3340 萬
9695 例確診；串聯和加勒比海地區轉換 59 萬 7439 死
， 1892 萬 4598 例 確 診 ； 美 國 和 加 拿 大 共 計 46 萬
1347 死，2696 萬 4985 例確診。
亞洲共計 24 萬 696 死，1523 萬 4753 例確診；中
東地區共計 9 萬 7626 死，474 萬 3191 例確診；非洲
共計 9 萬 979 死，356 萬 9885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945 死，3 萬 1707 例確診。

購買食品。”
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前往這家學生經營
的雜貨店的家庭將無法到店裡來購物。但是，
只要把雜貨清單給學生工作人員，他們就能將
雜貨帶到您的汽車上。
社區的支持令人驚嘆嘆。許多星期二來這
裡的人都非常感激。他們正處在艱難時期。

跌幅 3.3％ ， 年跌幅 2％ ），
），標普
標普 500 指數收盤
3714 點 （ 週跌幅 3.3％ ， 年跌幅 1.1％ ），
），納斯
納斯
達克收盤 13071 點 。 （ 週跌幅 3.5％ ， 年漲幅
1.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
2020 年結束了
年結束了，
，但是過去這一周的
但是過去這一周的“
“軋空頭
軋空頭”
”
被添加到了去年開始的獨特市場行為列表中。
被添加到了去年開始的獨特市場行為列表中
。
GameStop 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
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
，這是
因為這家瀕臨臨破產的視頻遊戲零售商的股票飛
漲，和圍繞小型零售交易商與大型對沖基金的博
弈幾乎吸引了所有關注。
弈幾乎吸引了所有關注
。
如果歷史可以作為指導，
如果歷史可以作為指導
， 那麼 GameStop 將不
會繼續保持無限期拋物線型的延伸，
會繼續保持無限期拋物線型的延伸
，也不會繼續
成為整個股市走勢的推動力。
成為整個股市走勢的推動力
。我們確實看到了股
市裡的投機心態在某些投資中產生了異常指導市
場長期發展的因素仍指向 2021 及未來幾年的令
人鼓舞的前景。
人鼓舞的前景
。上週發生的事件也預示著市場情
緒的高漲，
緒的高漲
，與過去每月市場平穩的行情比例
與過去每月市場平穩的行情比例，
，這
將產生一條震蕩的道路。
將產生一條震蕩的道路
。
比較有名的是 1600 年代的
年代的“
“ 鬱金香狂熱
鬱金香狂熱”，
”，在幾個月的時
在幾個月的時
間就使鬱金香鱗莖的價格成倍增長，
間就使鬱金香鱗莖的價格成倍增長
，其中一些賬戶的鱗莖至少相
當於房屋的價格或工匠的十年工資。
當於房屋的價格或工匠的十年工資
。在 90 年代後期的科技泡沫
和在 00 年代中期的真實泡沫產生了不可持續的資產價格上漲
年代中期的真實泡沫產生了不可持續的資產價格上漲。
。
泡沫是由樂觀情緒，
泡沫是由樂觀情緒
， 可支配資金
可支配資金，
， 以及 FOMO
FOMO（
（ 害怕錯過
害怕錯過）
）心
態共同產生的。
態共同產生的
。泡沫的威脅來自其存在範圍的廣泛
泡沫的威脅來自其存在範圍的廣泛，
，一旦泡沫破
裂就會對金融市場和經濟造成系統性風險。
裂就會對金融市場和經濟造成系統性風險
。而當前整個股市並沒

對於學生來說，這是雙贏的，因為他們除
了磨練寶貴的工作技能外，還獲得了積分。
十一年級生普雷斯頓·威斯布魯克（Preston Westbrook）告訴 Chron：“我從中得到了
快樂。”“這是我熱衷於提供幫助的一件事。
從庫存入庫到向人們提供食品雜貨”

有表現出泡沫的特徵。
有表現出泡沫的特徵。
我們將某些個別股票（
我們將某些個別股票
（ 例如 GameStop 和 AMC
AMC）
） 的表現歸
納為泡沫和投機。
納為泡沫和投機
。而同時並不一定預示著經濟或市場面臨嚴重的
麻煩。
麻煩
。每年上漲了 1,481
481％
％。2018 年，在大麻股熱潮中
在大麻股熱潮中，
，大麻生
產商 Tilray Inc.的股票在不到兩個月的上漲飆升了
Inc.的股票在不到兩個月的上漲飆升了 1,159
159％
％。從去
年三月到本月初，
年三月到本月初
，比特幣價格上漲了在過去的 10 個月中
個月中，
，標普
500 指數增長了 66
66％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700
700％以上
％以上。
。狹窄
的投機標的給投資者帶來的意義與對整個市場的欣喜感不同。
的投機標的給投資者帶來的意義與對整個市場的欣喜感不同
。這
是一個歷史性的強勁增長，
是一個歷史性的強勁增長
，而且我們預計明年這種收益不會再次
出現。
出現
。
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趨勢？
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趨勢
？還是社交媒體平台和
還是社交媒體平台和“
“零售交易商
與對沖基金”
與對沖基金
”博弈的故事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博弈的故事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但還有其他因素
但還有其他因素。
。
美聯儲的刺激措施為經濟和市場注入的流動性。
美聯儲的刺激措施為經濟和市場注入的流動性
。這是通過降低消
費者和企業的借貸成本並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來維持信貸體
系穩定的巨大積極力量。
系穩定的巨大積極力量
。同時
同時，
，由於低利率抑制了債券等低風險
投資的收益，
投資的收益
，某些超常流動性
某些超常流動性（
（廉價貨幣
廉價貨幣）
）正進入某些風險資產
以尋求回報。
以尋求回報
。最近的表現經常會影響未來的期望
最近的表現經常會影響未來的期望。
。過去幾個月穩
健的收益以及股市的低波動性已經提升了投資者的情緒。
健的收益以及股市的低波動性已經提升了投資者的情緒
。因此
因此，
，
這些投機性股票的引人注目的收益吸引了那些希望參與投資的民
眾。
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
，市場長期以來一直在堅持從基本面出發尋求更廣
闊的發展方向。
闊的發展方向
。上週的下降反映出經濟或企業盈利前景暗淡
上週的下降反映出經濟或企業盈利前景暗淡。
。對
過度投機的撞擊以及股市強勁反彈後的例行調整或獲利回吐，
過度投機的撞擊以及股市強勁反彈後的例行調整或獲利回吐
，可
能會加劇市場波動。
能會加劇市場波動
。但是市場將轉換時間的流逝會做該做的事情
，即重新根據經濟
即重新根據經濟，
，公司利潤和貨幣政策來帶來收益
公司利潤和貨幣政策來帶來收益，
，而這三者
目前都在為持久的牛市提供支撐。
目前都在為持久的牛市提供支撐
。

休城新聞

中國自去年 3 月以來
今年 1 月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最多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 北京消息
北京消息，
， 今年 1 月 ， 中國
內地記錄了超過 2,000 例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
病毒感染病例
，這是自 2019 年
12 月武漢首次爆發新冠病毒並
於 2020 年 3 月得到有效控制之
後的單月最高記錄。
後的單月最高記錄
。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周日
表示，
表示
， 從 1 月 1 日至 30 日共報
告了內地 2016 例新感染病例
例新感染病例，
，
這還不包括來自國外的另外
435 名感染者
名感染者。
。 官方的新華社
週日說，
週日說
， 中國農曆新年是 2 月
12 日，春節是每年假期的旺季
，就在春節假期旅行旺季的前
叁天，
叁天
，熙熙攘攘的人流不在
熙熙攘攘的人流不在，
，
火車旅行減少了近 75
75％
％。
新華社報導一月份有兩人
死於新冠病毒，
死於新冠病毒
，這是中國幾個
月來首次報告冠狀病毒死亡病
例。
與北京接壤的受災最嚴重

的河北省已報告了 900 多例
多例，
，
中國首都北京本月已接收了 45
起新冠狀動脈疾病。
起新冠狀動脈疾病
。
儘管與美國等其他許多國
家比例，
家比例
，這一數字有所增加
這一數字有所增加，
，
但也無法預測官員們加強了限
制，並嚴重勸阻人們在即將到
來的農曆新年期間的旅行。
來的農曆新年期間的旅行
。中
國農曆新年是人們通常返回家
庭團聚的重要假期。
庭團聚的重要假期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
WHO）
）
的一個團隊正在研究冠狀病毒
大流行的起源，
大流行的起源
，他們訪問了中
國武漢市的食品市場，
國武漢市的食品市場
，該市場
與許多早期感染有關。
與許多早期感染有關
。該團隊
成員周日下午參觀了華南海鮮
市場約一個小時，
市場約一個小時
，該市場是該
病毒於 2019 年 12 月爆發的地
點。科學家最初懷疑該病毒來
自市場上出售的野生動物，
自市場上出售的野生動物
，但
隨後又被拒絕。
隨後又被拒絕
。從那以後
從那以後，
，市
場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場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但它可

以為這種病毒如何廣泛傳播提
供提示。
供提示
。世衛組織的使命已在
政治上遭到指控，
政治上遭到指控
，因為中國力
求避免指責其對疫情的早期反
應涉嫌失誤。
應涉嫌失誤
。
韓國表示，
韓國表示
，由於衛生官員
對農曆新年假期前后冠狀病毒
感染可能激增增幅，
感染可能激增增幅
，韓國將至
少維持兩週以上的社會隔離措
施。該國衛生部副部長周日懇
求人們在假期休假。
求人們在假期休假
。他宣布政
府決定在 2 月 14 日假期結束前
將壓制五個或更多人的私人社
交聚會的時間。
交聚會的時間
。在首爾都市圈
內繼續限制室內間隔兩週，
內繼續限制室內間隔兩週
，要
求餐廳僅提供送餐服務，
求餐廳僅提供送餐服務
，並在
晚上 9 點後必須外賣
點後必須外賣。
。 韓國周
日又報告了 355 例新感染病例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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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價格暴漲背後亂象種種
天價運費逼退外貿行家
冬日的黃浦江與長江交匯處，上海
港羅涇港碼頭川念公路邊，載貨的大半
掛車整齊地停在左右兩側，長約數百米
，部分司機已在此等候兩天，仍未等到
碼頭的進場卸貨指令。
連日來，記者深入走訪長三角碼頭
、珠三角制造基地調查發現，全球航運
緊張的局面仍在持續，國內運力緊張局
面仍未緩解。基於此等狀態，貨運價格
繼續水漲船高，同時，船公司亂漲價亂
收費現象也持續出現，且貨運代理(俗稱
“貨代”)企業在中間渾水摸魚，額外回
收費用“保”上船。
面對不斷高企的外運成本，壹些外
貿企業不得不取消艙位訂單，有的甚至
就此退出外貿行業。

中國

港口擁堵持續
地處長江入海口“黃金水道”南岸
的羅涇港，系上海港體系內以外貿進出
口件雜貨裝卸為主、國際集裝箱和倉儲
物流為輔的現代化專業碼頭。經歷了
2020 年下半年繁忙的貨運行情之後，
2021 年 1 月，這裏忙碌的景象持續。
18 日下午，記者步行穿過數百米的
大半掛車隊伍，才終於抵達港口進貨通
道。身著睡衣的司機高師傅，透過駕駛
室窗戶探出腦袋，向記者“大倒苦水
”。原來，1 月 16 日，他載著攪拌車從
江蘇徐州出發，抵達羅涇港，按照計劃
，要進港卸貨上船，可是連等了兩天時
間，仍未接到指令，“這幾天吃住都在
駕駛室內，由於長期占道，還要跟交警
‘鬥智鬥勇’。”
“攪拌車準備上船運往尼日利亞港
口，可是貨輪因為疫情延誤了，遲遲未
能靠岸。“高師傅告訴記者。
“現在海外疫情持續，又臨近中國傳
統春節，海外貨主壹直催促國內企業發貨
，他們擔心過段時間中國大陸工廠放假，
出貨會更加困難。許多外貿廠家也擔心年
前拖車運費漲價或者無車可叫，因此不管
船期何時能靠岸，現在都希望將貨物先送
進港口。”上海壹位貨代企業負責人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同樣在此等待卸貨的遠不止高師傅

壹人。記者現場看到，並不寬敞的川念
公路左右兩側，均被大半掛車占據，只
剩下中間車道供來往貨車行駛。除了汽
車的轟鳴聲，還有騎小電瓶車呦呵賣飯
盒、食物的附近居民。“大貨車排隊進
入碼頭卸貨的情況，已經持續幾天了。
”附近居民們說。
羅涇港出現拖車紮堆排隊進港的情
況主要表現在多方面，其中之壹是貨船
遲遲未能進港。“即將載貨的班輪還未
靠岸或者幾天之後才能到港，有的拖車
就提前抵達了。”羅涇港相關權威人士
對記者證實。
“船期與集裝箱大半掛車的周轉安
排密不可分，壹亂則全亂。船期不穩定
，則開港計劃也會出現不穩定。”上海
壹位擁有 20 年從業經歷的貨代人士老趙
表示。
“常規情況下，壹條班輪在抵達天
津港之後，先在錨地等待 10 天左右，進
行靠泊裝貨，如果裝貨進程緩慢，就會
出現拖班現象，延期抵達羅涇港。而在
羅涇港備貨的貨主卻仍按原計劃將貨物
運抵碼頭，而班輪卻遲遲未靠岸。這就
導致惡性循環了。”老趙介紹。
記者還發現，目前船期不均勻，還
導致壓港現象出現，這也是造成大掛車
無法及時進場的壹大原因。壓港，就是
集裝箱在中轉港轉船的時候，港口貨物
很多，或者二程船不能及時到達，導致
貨物在中轉港停留較長時間。
“港口確實存在客觀上壓港現象，
場地比較緊張。”羅涇港相關人士告訴
記者，公司正在盡可能地全力解決這壹
問題，港區內人手還比較充裕，有的時
候進口貨和出口貨過於集中，造成港區
堆場空間緊張，特別是即將臨近春節，
這種情況較為突出。
“這幾天情況稍微好轉壹些，馬路
邊上的大掛車相對減少壹些。”1 月 19
日，上述羅涇港相關人士告訴記者，公
司壹直在監測進場的大半掛車流量，努
力解決這壹問題，壹方面提高碼頭裝卸
效率，把貨物盡快運到船上，釋放部分
場地空間；另壹方面，讓客戶大掛車進
場，盡快進行卸貨，讓司機早點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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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壹些進口貨物，存放在倉
庫。“我們會與貨主聯系，要求他們盡
快提貨，繼而進壹步釋放部分場地。”
上述羅涇港人士表示。
航運連接全球，新年以來，海外疫
情告急，多國港口擁堵成災，成為常態
。據多位貨代人士介紹，尤其是在尼日
利亞、美國、英國等國家，其港口情況
更為嚴峻，不容樂觀。
正在西班牙經銷頭盔生意的 Manuel
Marin 告訴記者，當地港口航運速度緩慢
，集裝箱運輸量下降了 10%，政府把重
點精力花在了抗擊疫情方面。
作為連接美亞大陸貿易通道的洛杉
磯港亦出現擁堵情況。
洛杉磯港執行董事 Seroka 最近稱，
2020 年港口由於集裝箱數量激增造成的
卡車托運效率低下，“目前，裝卸車處
理通過港口運輸的所有進出口集裝箱的
約四分之三。”
Seroka 宣布了壹項新的卡車營業時
間和雙重交易激勵計劃。從 2 月開始，
該計劃將對在碼頭上更快，更有效地搬
運集裝箱貨物的碼頭經營者進行財務獎
勵。
讓企業卻步的天價運費
“現在到歐洲的貨櫃價格，差不多
是在 1.6 萬美元。這是天價了，我從業 20
多年，還從來沒遇到這麼高的價格。”1
月 15 日，記者來到上海貨代企業的密集
紮堆地虹口區物華路某大廈，剛壹落座
，資深貨代經理老趙就搖著頭說。
根據波羅的海每日運價指數(FBX)的
數據，1 月 15 日，中國到北歐的現貨價
格達到了每 TEU 7701 美元，相比去年同
期 2095 美元的價格增長了 268%。
另外，FBX 數據顯示，全球集裝箱
價格從 2020 年 12 月 4 日的 2652 美元漲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 3448 美元，又漲至半
個月後 1 月 15 日的 4019 美元。
但市場的實際成交數據可能遠高於
公開指數。
“就像過去房價飛漲的時候，說某
地區房價漲到 9 萬/平米，但往往 9 萬塊
肯定在市場上難以買到。波羅的海航運

指數也是壹樣，現在看上去是 7700 多美
元，實際上到船公司，以及擁有艙位的
貨代大‘莊家’手中，這樣的價格是拿
不到(艙位)的。”老趙說。
除了歐洲航線，非洲航線同樣飛
漲。上海資深貨代人士朱雅燕告訴記
者，她剛運走 4 個高箱，前往非洲阿
爾 及 利 亞 ， 海 運 費 用 12000 美 元/櫃 ，
“還沒算其他花費，比如倉庫拖車等部
分費用。”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國國際貨運代
理協會官方公眾號發布《關於強烈呼籲
對班輪公司亂漲價亂收費行為進行查處
的請示》(下稱：《請示》)稱，疫情給
全球經濟帶來了沈重打擊，全球供應鏈
物流壹度陷入混亂，其中班輪公司亂漲
價亂收費的不規範經營行為尤為突出，
已嚴重影響和幹擾了我國外經貿和國際
物流市場的正常秩序。
上述《請示》稱，班輪公司突然大
幅提高運價，增長幅度之高，遠遠超過
正常市場水平，“外貿企業通過國際貨運
代理企業向班輪公司訂艙，除需支付高額
海運費外，還要支付晚單費RMB200/票、
VGM 晚報費 RMB450/箱等多達十幾種額
外費用，且上述費用均沒有向交通主管
部門進行報備和價格公示”。
據記者調查，在目前混亂的海運市場
行情下，許多船運公司還會加征收燃油附
加費、港口擁擠附加費等費用。
並且，還出現貨物訂艙後臨時加價
的情況。上述《請示》指，個別班輪公
司在貨物已確認訂艙後，臨時提出加價
USD350/20 尺箱，如不接受就不能發運
，“外貿企業為履行貿易合同，只能被
迫無奈接受，增加外貿企業和國際貨代
企業的負擔。”
但加價之後還不保證壹定能上船。
記者了解到，壹般船公司都會將自

己的艙位分配給幾家貨代公司，由他們
進行艙位的售賣，平均壹家分得幾十個
，這批貨代即為“莊家”。
“像飛機票壹樣，艙位也會多賣壹批
，比如實際僅有 500 個艙位，卻對外售
賣 600 個艙位，沒想到現在客戶較多，
壹下湧來了 580 個艙位需求，那麼最終
會有 80 個艙位會被‘甩櫃’。”老趙說
，在這個時候，到底甩誰家的，就得
“靠關系了”，托運方這時候就要使用
各種招數，到底是直接給貨代塞錢，還
是看外貿企業的實力以及憑借平時的關
系“打點”，都變得很重要。
據記者調查，天價的海運費，正在侵
蝕著外貿企業及下遊客戶的利潤，也持
續打擊著他們的生產信心。眼下產能早
已飽和的外貿企業，對於是否要擴充產
能，不少人仍是舉棋不定。
“我們最近出貨比較困難，缺箱子、
艙位，價格還高得離譜。現在運費漲了4倍
，壹個整櫃的價格要上萬美金。”在深圳
從事智能頭盔出口的鄭波告訴記者。
“壹個整櫃裝 3000 只頭盔，也就是
說壹個頭盔光運費就要花 3 美元。”鄭
波算了壹筆賬，如果公司頭盔在歐洲售
價 50 美元，運費就占據售價 6%左右。
鄭波采用的是 FOB 模式，運費不用自己
花錢，但他認為這也會推高海外貨主的
銷售成本。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壹個嚴酷的現實
：面對高漲的成本和不可預期市場，壹
些企業直接取消了艙位訂單，不再從事
外貿行業。
“我們就接到不少客戶退倉的信
息，不願出貨，主要是貨運成本太高
了，大家承受不起。”老趙說，“我
的客戶都是國內的中小微企業，目前
混亂的航運形勢，讓他們的利潤受到
嚴重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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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滄海桑田鄉村明星景區開園以來
滄海桑田鄉村明星景區開園以來，
，吸引了眾多遊客打卡
吸引了眾多遊客打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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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的一枚小小“金
蠶”，不僅見證了漢代蠶桑絲綢
產業的輝煌，更成為如今秦嶺小
縣城經濟發展、百姓脫貧致富的
品牌“代言人”。陝西省安康市
石泉縣，正依託國寶“鎏金銅

■ 鎏金銅蠶已成為石泉縣文創產業發展的金
字招牌。

蠶”的文化品牌編織一個大大的

受惠“一帶一路”建設 帶起旅遊文創產業

蠶桑產業網。統計顯示，2019 年
石泉縣蠶桑產業總產值達 16 億元
（人民幣，下同）。從萬畝桑園
到萬戶養蠶，再到絲綢加工、鎏
金銅蠶文創產品開發、蠶桑旅遊
的發展，蠶桑產業正在石泉實現
全產業鏈條的跨越式發展。
張仕珍 陝西石泉報道

石泉縣基本情況一覽
◆ 2019 年 ， 石 泉 縣 GDP 941,383
萬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人 均
GDP：54,116元；
◆全縣桑園面積 70,280 畝，養蠶農
戶逾萬戶，佔總農戶的22%
◆全縣蠶桑產業總產值達 16 億元，
其中，農民蠶桑產業綜合收入達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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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桑編織小鎮新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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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歲的譚可菊是石泉縣池
河鎮譚家灣村人，1984 年，
她的父親因為淘金時發現“鎏金
銅蠶”而名噪一時。但是多年
來，他們一家一直過着平平淡淡
的生活，踏實本分地務農打工。
譚可菊沒有想到，多年以後，隨
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她家乃
至整個石泉縣都沾上了“鎏金銅蠶”的
光。而今她成立的石泉縣福泉春菊旅遊文化產
業發展有限公司，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遊客。

總產值達16億元，其中農民蠶桑產業
綜合收入達4億元。西北第一蠶桑
大縣再現昔日的輝煌。
石泉縣規劃的一系列“蠶
桑+”產業亦在不斷推進，在鎏
金銅蠶出土地池河鎮啟動實施了
中國金蠶小鎮建設。池河鎮是一
■ 譚可菊
個大山深處的小鎮，記者在金蠶之
（右三）介紹父
鄉展覽館裏看到，絲路之源、金蠶之
親發現國寶鎏金 鄉、人文池河、絲路名鎮等展覽單元，充分展
銅蠶的故事。 現了池河鎮的蠶桑文化底蘊。而由譚可菊負責經
營的鎏金銅蠶文創展銷中心，就在金蠶之鄉展
金蠶帶起全縣蠶桑產業鏈
覽館旁。
石泉縣北依秦嶺，南枕巴山，興桑養蠶歷史悠久，
蠶寶蠶妞毛絨玩具受歡迎
早在西漢時期便是蠶桑絲綢生產的重要地區，多年佔據
着西北第一蠶桑大縣的地位。在譚可菊的記憶裏，她家
譚可菊告訴記者，文創展銷中心主要分為陝西歷博
從小亦是靠着父親淘金和種桑養蠶維持生活。
文創展銷區、石泉縣金蠶文創產業聯盟企業產品展銷
“對石泉的鄉親來說，蠶桑產業就是生活的依靠。 區、蠶桑精品展銷區等。“自今年開業以來，遊客陸陸
但由於養蠶技術的問題，加之市場行情不穩，前些年產 續續都來參觀，我們設計生產的蠶寶蠶妞毛絨玩具尤其
業發展不盡如人意。”譚可菊告訴記者，2017 年，鎏金 受歡迎。”
銅蠶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被提及，石泉
據石泉縣鎏金銅蠶文創宣傳策劃顧問盧建利介紹，
縣作為國寶出土地，迎來了發展的新機遇。“藉着‘一 2018 年以來，中國金蠶小鎮主攻鎏金銅蠶文創產品開
帶一路’的契機，縣上不斷進行蠶桑產業鏈條延伸，在 發，立足創意創新，成立了鎏金銅蠶文創產業聯盟，已
扶持種桑養蠶第一產業的同時，將蠶桑產業與文化旅遊 開發出鎏金銅蠶工藝品、辦公用品、毛絨玩具、系列金
結合，令產業越做越大。”
蠶酥食品、金蠶根藝奇石等 5 大類產品。“我們在將鎏
在政府的推動下，如今石泉縣桑園面積 70,280 畝， 金銅蠶文化變成產業的同時，也期待走向更廣闊的市
逾萬養蠶農戶，佔總農戶的 22%。2019 年全縣蠶桑產業 場，吸引更多人到石泉、到池河鎮旅遊。”盧建利說。

桑樹渾身是寶 開發周邊產品增值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 金蠶之鄉博覽館裏復原的“鎏金銅蠶”
發掘場景。

“桑樹渾身都是寶。桑葉
可以加工做桑葉麵，桑枝可以
切片泡水，桑根可以用來燉
湯，桑葚可以用來做酒飲，桑
黃可以入藥……”譚可菊告訴
記者，隨着石泉蠶桑產業鏈條
的不斷完善，人們對蠶桑價值
的認知和挖掘也越來越深，產
品附加值得以不斷提升。目前
她的公司已經開發了桑葉麵、
桑葉茶、桑葚酒等多款產品，
面市效果良好。

研發食品養生

在滄海桑田鄉村明星景
區，劉祥旭則充分發揮蠶桑的
養生價值，融入蠶桑文化，開
發了富硒蠶桑宴，珍菌煮桑
芽、桑根老鴨湯、桑葉酥餅、
桑葚漿粑饃等菜品，廣受食客
好評。據了解，目前石泉縣並
推出了富硒桑葉深加工、甲殼
素綜合開發生產線、蠶蛹蟲草
研發生產、蠶桑文化創意開發
生產線等項目，冀吸引更多的
資本參與其中，進一步優化產
業發展。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21年2月2日

B4

Tuesday, February 2, 2021

美福藥局關心您，
美福藥局關心您，
與您分享新冠疫苗最新訊息

(本報休斯頓訊) 截至 1 月 22 日為止
，全美已經注射了將近兩千萬劑的新冠
疫苗，對於 Pfizer、Moderna 這兩支新冠
疫苗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呢? 美福藥局關
心民眾健康，在此與您分享新冠疫苗最
新訊息。
目前兩支新冠疫苗都是採用最新
m-RNA 技術製成，皆須施打兩劑，以
達到 95%的保護效力。
安全性: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在緊急核准使用(EUA)這兩支新冠疫苗
時，安全是第一個考量。
副作用: 常見的有注射部位的痠痛

、紅腫、發燒、畏寒、頭痛等，與其他
疫苗相似的副作用，但是因為採用新的
m-RNA 技術製成，因此發生的比例較
以往高。因此，在接受施打後，會要求
在現場滯留觀察 15-30 分鐘不等。但是
，這些副作用都是可以透過一些藥物的
輔助來幫助緩解不適感。
目前，根據德州政府的施打計畫，
德州還在進行 Phase 1A 以及 1B 階段。
1A 包含在前線工作的醫療人員以及長期
照護中心的住戶。1B 則是 65 歲以上長
者或是 16 歲以上但有特定健康狀況的患
者。
感謝大家的新冠疫苗註冊
截 至 今 日 01/27/2021 為 止 ， 美 福
藥局尚未收到德州政府發放的疫苗，我
們尚在與德州衛生部門積極爭取盡早拿
到疫苗，但目前仍在等待
疫苗發放中，一旦我們收
到疫苗後，我們會根據德
州衛生局的疫苗計畫、以
及您的排隊順序來安排注
射新冠疫苗，敬請大家耐
心稍後。在此同時，也建
議大家同時與其他藥局登
記注射疫苗，以便大家可
以盡快得到疫苗的保護。
疫苗相關最新消息
疫苗注射日程:
-Pfizer-BioNTech :
需間隔 21 天
-Moderna : 需間隔 28
天
*最新美國疾病管制
管理局(CDC)指出，如果
無法在第 21/28 天完成第
二劑施打的話，可以拉長
至第一劑施打後第 42 天。

美福藥局並會於每周寄送電子郵件
，告知您藥局以及疫苗相關的最新消息
。
目前新冠疫苗因為廠商生產速度的
關係，尚未大量配送到各個醫療機構進
行施打，敬請大家耐心等候。
美福藥局為服務亞裔社區的民眾，
也特地設置了新冠疫苗專區，如果民眾
不知道在哪裡施打，歡迎至美福藥局中
文網站登記。並且有新冠疫苗專區可以
報名排隊登記。
中文網站有新冠疫苗專區
如有新冠疫苗相關問題，歡迎民眾
上網至美福藥局中文網站 https://www.
pillbright.com/zh-hans。 網 站 上 有 設 置
新冠疫苗專區，只要點擊新冠疫苗專區
，就可查詢有関新冠疫苗接種問題等，
或 是 撥 打 電 話 至 美 福 藥 局
281-506-2453 諮詢。
此外，美福藥局中成藥線上開賣了
，所有中成藥 85 折優惠活動，加入會員
立即再享受 85 折折扣，雙重優惠，貨
真價實，價格優廉。購物網站中文網站
https://www.pillbright.com/zh-hans。 並
且関注微信公眾號：美福藥局，或掃美
福藥局公眾號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