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
Wednesday, February 5, 2020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SMU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電話電話:: 713713--627627--30003000
地址地址:: 4151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60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2777027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三       2020年2月5日       Wednesday, February 5, 2020

土耳其強震死亡人數上升土耳其強震死亡人數上升 廢墟中仍有被困者廢墟中仍有被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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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溫哥華唐人街舉行庚子鼠年拿大溫哥華唐人街舉行庚子鼠年
華埠春節大遊行華埠春節大遊行。。這是溫哥華華埠第這是溫哥華華埠第4747
屆春節慶會的重頭戲屆春節慶會的重頭戲。。溫哥華華埠春節溫哥華華埠春節
慶會已成為加拿大華人社區主辦的最具慶會已成為加拿大華人社區主辦的最具
規模的新春活動之壹規模的新春活動之壹。。

山西運城鹽湖低溫開山西運城鹽湖低溫開““硝花硝花””
晶瑩剔透形態各異晶瑩剔透形態各異

山西運城鹽湖綻放的山西運城鹽湖綻放的““硝花硝花”。”。春節期間春節期間，，山西運城鹽湖水中含的山西運城鹽湖水中含的
硫酸鈉在低溫下形成了晶瑩剔透硫酸鈉在低溫下形成了晶瑩剔透、、形態各異的形態各異的““硝花硝花””景觀景觀，，成了壹道成了壹道
靚麗的風景靚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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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五問疫情影響：
中國經濟將如何應對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引發

關註。疫情對中國經濟會帶來多大的影

響？中國社科院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

任張斌、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

高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示，疫情不會對

2020年整體的中國經濟有太大影響。

在徐高看來，應對疫情沖擊，宏觀

經濟政策關鍵是要穩定信心。貨幣政策

要保持寬松的態勢，有必要降準降息。

財政政策可以結構性地發力，同時財政

赤字率沒有必要拘泥於3%的紅線。

張斌則認為，此次肺炎疫情事件是

外生性的特定沖擊，不適合用總量的經

濟政策來應對。不過，他同時強調，

“即使沒有疫情沖擊，當前的經濟形勢

下，貨幣政策應該更寬松壹點，要降息

。財政也應該擴張，財政赤字率也早應

該破‘3’”。

1 對中國經濟會有多大影響？
“壹季度GDP增速會破‘6’”
記者：肺炎疫情會對中國經濟帶來

多大影響？

張斌：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外生

事件沖擊，在疫情沖擊下，經濟活動短

期內會驟然降溫。尤其是最近壹個月非

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會明顯受影響，比如

電影票房、旅遊等。加上去年經濟增速

的基數要高壹點，今年壹季度經濟增速

會破“6”。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在壹季

度。房子、汽車等很多耐用品的需求並

未消失，只是可能受疫情影響被延後了

。相信隨著疫情防控好轉，會出現補償

性的消費，經濟活動也會出現反彈。

總體看，疫情這只突然冒出的“黑

天鵝”，只是短期突發事件，暫時增加

了經濟運行的波動，但拉長時間看，疫

情不會對中國經濟有太大影響。標普認

為，疫情會拉低2020年中國的GDP1.2個

百分點，我認為不會達到這樣程度。

徐高：如果疫情能夠在2月份得到

有效控制，整個疫情對中國全年宏觀經

濟的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

首先，疫情對旅遊、餐飲等行業的

直接影響非常大，但疫情對整個消費市

場的影響並不會太大：疫情更多帶來了

消費方式的改變以及消費在時間上的推

移。其次，疫情爆發在春節期間，工業

部門的經濟活動本來就處於歇業狀態，

對工業部門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就較小

。只要疫情在春節之後能得到控制，疫

情對工業部門這個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

的影響就不會太大。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會表現

在壹季度，壹季度我國GDP增速大概率

會跌破“6.0%”。但是如果疫情能夠在

2月份得到控制，經濟活動會重新煥發

出來，使得二季度經濟增速明顯反彈。

從全年來看，疫情對2020年全年中國經

濟會有影響，但影響不會太大。目前粗

略估計，疫情大概會拉低全年GDP增速

0.1到0.2個百分點。

2 對資本市場的沖擊有多大？
“疫情對資本市場的沖擊是短期的”
記者：很多人還特別關註疫情對資

本市場的影響，妳如何看？

徐高：股市主要是反映市場預期，

肺炎疫情這壹“黑天鵝”肯定超出了之

前市場的預期。A股雖然還沒有開市，

但周邊股市已經因為這壹事件而明顯下

跌。市場目前最擔心疫情帶來的不確定

性。如果肺炎疫情的擴散能夠得到有效

控制，市場的恐慌情緒就會大為下降。

我相信我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情遏制

住，從這個角度說，疫情對資本市場的

沖擊也是短期的。

張斌：從29日香港開盤的情況看，

疫情對資本市場的影響還好，並未帶來

嚴重恐慌。但我們的決策層還是要做好

壹定的準備，防止過度情緒造成的資本

市場嚴重超調或者是出現流動性的問題

。我們的決策層不壹定現在就要有實質

性的行動，但壹定要有這方面的準備。

3 采取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應對？

“不適合用總量的經濟政策來應對

疫情的不利影響”

記者：應該采取怎樣的宏觀經濟政

策，以應對疫情的沖擊？

張斌：此次疫情和金融危機對中國

經濟的影響並不壹樣——金融危機是因

為經濟內部長期積累了很多的矛盾，具

有壹定的內生性。而此次肺炎疫情事件

純粹是外生性的特定沖擊，其特點是隨

著疫情的好轉，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會逐漸消除。因此，不適合用總量的經

濟政策來應對疫情的不利影響。宏觀經

濟政策的重點應該對特定的行業、部門

、地區、人群采取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比如，針對受沖擊比較嚴重的行業和

地區，可以考慮特定時間內的稅收減免

。針對受沖擊比較嚴重的特定群體，可

以考慮給予壹定的補助。

現在看，交通、旅遊等行業受疫情

影響明顯，本來這個行業中的壹些企業

還能正常運營，但疫情沖擊下，有的企

業面臨破產的局面。對於這樣的企業，

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幫助它們渡過難關

。比如說，在最近壹個月或者今年的壹

季度，減免這些企業的稅收。這種減稅

措施不是總量的減稅，而是有針對性的

減稅。

徐高：在疫情被控制住的前提下，

討論宏觀經濟政策應對的出發點，很重

要的壹點就是要穩定信心——疫情的暴

發會讓各方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受到負面

影響。如果企業的投資意願、居民的消

費意願隨信心的下降而走弱，那就容易

形成悲觀預期的“自我實現”，讓疫情

的負面影響長期化。應對疫情對中國經

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關

鍵就是穩定各方的信心。

4 貨幣政策是否需要調整？
“穩增長政策力度要加大，貨幣政

策要保持寬松”
記者：具體到貨幣政策上，是否需

要有所調整？

徐高：面對疫情沖擊，穩增長政策

的力度還要進壹步加大。貨幣政策要保

持寬松的態勢，尤其保證實體經濟融資

需求得到充分滿足。考慮到今年二季度

基礎貨幣還是會存在缺口，需要進壹步

降準來加以補充。降息也有必要，可以

進壹步調降LPR利率，引導實體經濟融

資成本的下降。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放松去杠桿

政策。過去兩年中，去杠桿政策使得民

營中小企業受到的壓力尤其大。當前疫

情的暴發會使壹些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環

境變得更艱難。此時尤其需要疏通金融

體系向實體經濟投放融資的各種渠道，

這就要緩和去杠桿政策力度，幫助陷入

困境的中小微企業渡難關。

張斌：這次疫情既然是臨時性的

外生事件，就用臨時性的政策來解決

，不要用總量的政策來解決。因此，

沒有必要為這個事件在貨幣政策上做

總量的調整，針對疫情事件本身不需

要降息。

壹方面，不要把疫情和降息聯系在

壹起。但另壹方面，即使沒有肺炎疫情

事件，也應該早就降息了，貨幣政策應

該更寬松壹點。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但貨幣政策並沒有明顯的寬松，

只是做了壹些邊際的調整。此次肺炎疫

情過去後，經濟會反彈，繼而回到正常

運行的軌道上，但經濟的下行壓力依存

，還是需要降息。

5 財政政策應如何發揮作用？
“財政赤字率不應該拘泥於3%，

紅線應靈活調整”
記者：應對疫情沖擊，財政政策應

該如何發揮作用？

張斌：需要安排特別的財政預算，

用於應對消除疫情事件及其連帶影響的

相關開支，而這些支出只能是由中央政

府來承擔。哪怕現在財政赤字率是“4”

、“5”，甚至“7”、“8”，財政都應

該增加這筆預算。當然，針對疫情的財

政擴張也只是壹個暫時性的政策，在疫

情結束之後就不再適用了。因此，不能

把此次特定事件下的財政擴張和財政赤

字率應該擴大到3%混為壹談——即使沒

有此次肺炎疫情，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也應該擴張，財政赤字率也早應

該破“3”。

徐高：應對疫情沖擊，財政支出應

該有結構性的發力。比如，在疫情防控

方面，對壹些受影響較大的地區和部門

，財政政策可以定向放松，做壹些定向

的財政支持。

財政支出要擴張，但財政收入又

面臨減收壓力，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就

需要通過財政赤字的擴張來調和。

3%這個財政赤字的紅線並不適合中

國這個經濟增速遠超歐洲國家的經濟

體，面對疫情沖擊，理應跳出 3%赤

字率的約束。

此外，2018年之後對地方政府非正

規融資的嚴厲清查，導致地方政府從事

的基建投資增速顯著下滑。去年的經濟

工作會議也給今年定調“穩”字當頭，

再加上疫情的不利影響，有必要把地方

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相應地，應該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資約

束，滿足其合理融資需求。這是今年我

國經濟在疫情沖擊下保持平穩的壹個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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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本報訊）休斯敦校方稱，一名高中學生
被涉嫌指控在他的背包中私藏槍支進入校園。

據休斯頓獨立學區警方稱，這名11年級學
生17歲的達利林•里克（Daleylin Leek），週
一早上來到學校，被聞到身上有大麻的味道。
官員說，里克在大廳裡經過時，一名管理人員
聞到了大麻氣味，並通知了一名學校警察。警
察說，里克被護送到校長辦公室，在他的背包
裡發現有一支.40口徑自動手槍和子彈夾。

里克告訴警察說這把槍是朋友的，他把它
帶到學校準備還他，警察說。 HISD在星期二

下午發布了書面聲明： “一名高中學生在校園
內被發現擁有武器，休斯頓ISD警察迅速作出
回應，沒收了槍支，目前沒有人受傷。校方稱
高度重視這些情況，因為我們始終將學生和教
職工的安全放在首位。”

週二，檢察官要求法官發布25,000美元的
現金保證金，以釋放達利林•里克，期間他將
接受因違法擁有武器被指控的審判。地方法官
將他的保證金定為 5,000 美元。這名學生截至
週二仍被拘留。里克的母親表示她的兒子將武
器帶到學校，目的並沒有要傷害任何人。

一名學生攜帶手槍入校 校方緊急應對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蔓延，美
國衛生部周一證實，已通知國會
需要撥款1.36億元（美元，下同
）資金加強防疫。自新型肺炎擴
散以來，美國疾控中心（CDC）
至今已花費1.05億元，用於公共
衛生緊急應變措施。衛生部表示
，隨著新型肺炎在中國迅速蔓延
，在美國也出現更多病例，這是
無法預知的狀況，為確保衛生部
面對後續疫情時能快速反應，已
通知國會，未來某個時間點可能
需要使用額外授權的1.36億元，
當中 7,500 萬元分配給疾控中心
、5,200 萬元予緊急整備及應變
司（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
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800 萬元予全球事務司。疫
情擴散之初，美國疾控中心已投
入1.05億元，增強實驗室功能、
宣導防疫教育、安排撤僑細節、
監控返美公民的健康狀況。疾控中心是全美目
前唯一能夠檢測可疑新型冠狀病毒的地方，約
有200人規劃與執行新型肺炎防疫；各機場篩
檢旅客健康的人員，也由疾控中心派出。美國
現有11起確診新型肺炎病例，衛生部自上週五
起宣布一連串措施，包含限制14天內曾赴中國
的外籍旅客入境、曾赴中的美國公民須自主隔

離、中國起飛的班機須轉降特定機場等。美國
名校普林斯頓大學表示，依據政府發布的防疫
指示，校內有100多名大學部學生和研究生曾
於14天內到過中國，目前全數自我隔離，預防
傳染新型肺炎。此外，普林斯頓校方也聲明，
除非當局有其他通知，目前任何校方資助前往
中國的訪問計劃都不會獲批准。

加強防疫 美衛生部請國會增撥1.36億美元

（綜合報導）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3日就如何處理從中國回美的旅客提供了更詳細的計
劃。

CDC為從中國返回美國的美國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的家人制定了加強篩查的計劃。如果他們來
自疫情重災區武漢或湖北省，可能面臨14天的隔離。

乘坐商業航班抵達美國的乘客將被引導到美國11個機場中的一個進行額外的健康評估。如果他
們出現發燒等感染病毒的症狀，將被轉移去進行醫療評估，並取消他們的旅行計劃。

那些沒有症狀的人將被允許繼續前往原本的目的地，並將被要求盡可能呆在家裡，監測健康狀
況14天。

根據各州制定的行動計劃，被隔離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國務院撤離美國政府僱員的航班將飛
往軍事基地。他們將在離開武漢後接受為期14天的聯邦檢疫。

CDC已經向飛機將抵達的特定地點增派了救援隊伍。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3日證實，2日已通知國會，可能需要劃撥1.36億美元資金以支持CDC等機構

的工作。
自1月21日起，美國累計確診1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分別是華盛頓州1例、亞利

桑那州1例、馬薩諸塞州1例、伊利諾伊州2例、加州6例。
這些病例中絕大部分都去過武漢。不過，在加州聖貝尼托郡核伊利諾伊州都發生了人傳人感染

。
截至美東時間2月3日下午5時，CDC累計取得來自全美36個州的260個樣本，其中已排除167

例疑似病例。

從中國返回美國 CDC公佈詳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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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報

（綜合報導） 「火燒著燒著、就燒
到團部後面，我們趕去打火、蠻刺激的
，很享受保護自己資產的經驗」，來自
屏東科技大學的顏同學興奮地談到在史
瓦帝尼的經歷。10位青年海外志工今日
在國合會分享在友邦服務的故事。同學
們說，參與計畫可體驗不一樣的文化風
情、練習獨立生活，也學會 「工作時努
力工作，享受假期時要享受假期」的精
神。

國合會今為10位參與2019第一屆大
專青年海外技術服務計畫的學生，舉辦
成果發表會。從史瓦帝尼歸來的顏同學
，穿著史國傳統服飾出場，吸引全場目
光。他回憶難忘的文化交流經驗，包含
拜見巫師、與史國國王共同剪綵，以及
當地的火耕文化如何意外地讓他成為打
火英雄。

屏科大宋同學則派駐聖文森教導農
民辨別香蕉葉斑病、並讓香蕉符合國際
尺寸標準以協助外銷。遠赴聖露西亞的
政大古同學，則專注於市場面的消費者
分析、協助當地商家訂定行銷策略。

在貝里斯協助羊隻養殖的嘉義大學

賴同學，在接觸畜產外，國際參與更令
她難忘。賴同學特別提到，在一次論壇
前夕，她被臨時通知要演講，被迫熬夜
準備講稿，但這也讓她學會隨時為自己
做好準備的精神，並用這份精神參加婦
女組織的運動，以及在貝里斯大學協助
教學。

然而，在海外服務中，他們也感受
到我國外交的艱困。遠赴巴拉圭發揮商
管專長的政大韓同學，就曾經在北京政
府要脅巴國透過建交換取牛肉出口時，
蒐集聯合國的牛肉出口比例數據提供予
我駐巴使館參考，證明中國大陸的牛肉
進口市場已趨飽和，對巴拉圭並無利基
。

國合會秘書長項恬毅說，今年預計
將提供至多19個名額給全國大專同學，
還特別新增資訊領域與西語專長，期許
援外工作能不斷向下扎根。

109年需求擴增為10個國家19名志
工，需求專長也擴大，以下為各類別需
求名額：農園藝類5名、商管行銷4名、
畜牧獸醫類3名、資通訊2名、西文2名
、公衛2名、水產1名。

青年海外志工 享受服務享受成長

（綜合報導）總統蔡英文和行
政院長蘇貞昌日前都表示，口罩日
產 420 萬片，非常足夠。不過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一開
始的 420 萬片 「估得稍微樂觀」。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薇呼籲，政
府應每日公告徵收口罩數量配發流
向！

《中央社》1 月 29 日報導，行
政院長蘇貞昌29日視察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他受訪時指出，工廠
過完春節假期後會加緊生產，一天
可以達到 400 萬片，加上目前政府
禁止出口，口罩非常足夠，呼籲國
人不要囤積。

《中央社》1 月 30 日報導，總
統蔡英文今天表示，武漢肺炎疫情
將加強防疫物資控管，國人關心的

口罩，年假後逐步恢復生產，每天
可生產 420 萬片。政府相關部門會
統一徵購、調控、統一售價，並追
蹤口罩產量與存量，確保國內供需
無虞。

而根據《自由時報》2月4日報
導，昨口罩產能提升至約 320 萬片
，其中有 160 多萬片供醫療及公務
使用，另逾 150 萬片釋出至超商等
通路。經濟部上週召集業者盤點產
能，希望儘速從每日 244 萬片產能
提高到400萬片；政院投入2億元建
置 62 條產線，將產能拉高至每日
1000萬片，預計3週後啟動生產。

《中央社》2月4日報導，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說，一
開始的 420 萬片是經濟部、廠商的
調查得到的數字， 「估得稍微樂觀

」。陳時中下午在記者會表示，目
前產能全開每日可供 320 萬片，扣
掉公務用 106 萬、工廠等公務需求
約50萬片，剩下約170萬片。

台北市議員王鴻薇2月4日下午
在臉書指出，蔡英文總統前幾日才
開記者會說全台每日口罩產量 400
萬片，現在衛生署提供的方案，由
中華郵政配送口罩至全國6,505家健
保特約藥局，每家藥局每天配發200
片成人口罩、50片兒童口罩；另偏
鄉地區將由當地衛生所代為處理，
這樣算下來，政府只有提供民眾160
萬片？

王鴻薇說，管制不可怕，缺貨
不是最可怕，黑箱與不透明才是大
問題！她呼籲，政府應每日公告徵
收口罩數量配發流向！

王鴻薇呼籲 公開口罩徵收數量、流向

屏東熱博衝人氣 重賞百萬遊客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及氣候影響，今

年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入園人數銳減，
截至4日止，累計入園人次96萬1963人
，尚未破百萬人次，與往年有段落差。
屏東縣政府也祭出優厚獎品給第100萬
人次入園遊客，鼓勵大家這個周日前到
園區內逛逛。

今年屏東熱博從 1 月 18 日至 2 月 9
日舉行，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及春節假期
氣候不佳影響，入園人數不如往年，迄
今仍未破百萬。展期雖還未結束，但相
較於2016年及2017年145萬人次、2018
年 182 萬次、2019 年 135 萬人次，明顯
少了許多。

縣府農業處長黃國榮表示，熱博人
潮最多仍在春節假期，今年春節氣候不

佳，初一、初二、初四均下雨，場地泥
濘，又有寒流攪局影響入園意願；加上
爆發武漢肺炎疫情，雖然熱博為戶外，
但園內戴口罩民眾明顯增加，可能也是
原因之一。

不過熱博展期仍有5天，還是會破
百萬人次。縣府也準備福袋大禮包，給
第100萬人次入園的遊客，禮品為熱博
協力廠商及農民提供的農特產品，非常
豐富，前一名及後一名遊客也有獎品，
預計百萬遊客將於6或7日出爐。

黃國榮說，今年因農曆過年早，所
以熱博安排時程僅22日，比往年短，不
過展區內容豐富，歡迎大家利用最後幾
天多多入園參訪，也有機會獲得百萬遊
客的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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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疾病控制
中心（CDC）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
索尼爾（Nancy Messonnier）醫學博士說，美國
將會出現越來越多因接觸密切而感染武漢新冠
狀病毒的病例。她說，這種全球性致命危機具
有“爆炸性”，而且“前所未有”，可能演變
成一種疫病大流行。

美國衛生官員2月3日（星期一）證實，美
國已出現至少11例確診的中國武漢新冠狀病毒
感染病例。新增的三例都出現在加州，加上此
前加州幾個地方出現的這種病例，該州目前這
種病毒感染病例高達6例，占美國全國目前總計
11 例的一半以上。麻薩諸塞州有1 例、華盛頓
州1例、伊利諾伊州2例、亞利桑那州1例。

截至2月3日（星期一），根據官方數字，
中國感染武漢新冠病毒的人數為20,471人，425
人死於這種病毒感染，這些數字還被外界質疑
嚴重低估。中國境外這種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
目前僅為一例，出現在菲律賓，是一名來自武
漢的遊客。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
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安東尼·福
西（Anthony Fauci）博士周一在接受 CNBC 採
訪時說，中國境內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不斷升級”，每天增加的數量“顯然是直線
上升”。

福西博士說：“在中國境內，可能有更多
的感染者未被計算進去……因為他們有些人沒
有出現症狀，或者症狀輕微以致於沒有引起衛

生當局的注意”，他說，“這個數字可能更大
。”

另外，福西博士認為中國的疫情嚴峻，
“約有25%患者出現重症現象，需要被送進加
護病房（ICU）。

梅索尼爾博士則說，美國“這裡的目標是
減緩這種病毒進入美國的速度。”

在1月3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CDC宣布改
變最初對首批從武漢撤回僑民隔離三天，第二
輪檢測結果如顯示正常便可離開的決定，現在
改為要求實行隔離14天。對這個改變，梅索尼
爾博士在新聞發布會上對美國民眾說：“我們
知道這是前所未有的決定，但我們面對的是前
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威脅。這種方式是我們能夠
用來在美國減輕這種病毒的潛在威脅的手段之
一。”

梅索尼爾博士表示，“這是 50 年來 CDC
第一次下令隔離，這一舉動看起來很嚴厲，但
最終目的是保護大眾的安全。” 她說，等將來
回顧起來，“我們寧願現在是過度反應，而不
是反應不夠。”

截至美國時間週一，在美國，有260人在
接受疾病控制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CDC
）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其中有11人的病毒檢
測結果呈陽性；167人呈陰性，82人仍在等待結
果。

CDC目前擁有美國唯一可以對新型冠狀病
毒進行診斷測試的實驗室，但它正在開發這種
病毒的檢測套組（test kits），以與“國內和國
際合作夥伴”共享。

梅索尼爾博士表示，CDC已經隔離了該病
毒的感染者，併計劃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FDA）提交材料，以促進可能挽救生命的
醫療產品的分配，這樣各地就能有必要的設施
自行進行病毒測試，而無須將樣本轉到CDC總
部進行測試。

紐約市目前有3起疑似病例，已送CDC進
一步測試。

在與媒體的電話會議上，CDC官員還提供
了川普總統上週五宣布的旅行禁令的更多細節
。在過去14天內去過中國旅行的外國公民不被
准許入境美國（豁免人士除外）。過去14天內
去過中國旅行的美國公民和“豁免人士”將會
接受額外健康評估，如果有症狀，將被轉移到
一個指定地點並被隔離14天。

美衛生官員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
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前所未有”恐成大流行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世衛
組織(WHO)的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一
（2月3日）表示，沒有必要採取不必
要的措施來干擾國際旅行和貿易。與
此同時，他說到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
已經導致361人死亡。

在日內瓦舉行的世衛組織執行董
事會上，譚德塞呼籲“所有國家做出
以證據為基礎的、一貫的決定”。

上個星期，譚德塞宣布中國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
生突發事件”。

路透社稱，由於對往返中國航班

的限制，以及限制中國人的入境，中
國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孤立。

根據中國衛健委公佈的最新數字
，截止到2月2日24時，中國確診病
例 17205 例，死亡 361 人，23 個國家
報告151 例確診病例，菲律賓星期天
報告死亡病例1例。

譚德塞說：“如果不是中國（採
取措施），中國境外的死亡病例會更
高。”

此前，譚德塞表示，世衛組織不
主張撤僑，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沒有
必要過度反應，世衛組織對中國政府

防控疫情的能力充滿信心。
中國駐日內瓦裁軍事務大使李松

譴責一些國家採取措施拒絕持湖北簽
發護照人士入境，拒發簽證並取消航
班。他說：“所有這些措施都嚴重違
反世衛組織的建議。”

李松說：“國際社會需要客觀、
公正、冷靜、理性的對待這種新病毒
，不要負面、悲觀過度解讀，或者有
意製造恐慌。”

中國外交人士上星期五稱，由於
中國常駐世衛組織執董會代表要從北
京乘坐的航班被取消，她無法參加這

次執董會。
美國代表布瑞姆伯格大使稱，20

多個國家爆發的疫情需要特別關注。
他說：“我們每天對病毒都有更多了
解，根據世衛組織的建議，落實合適
的公共衛生措施，並根據現有最佳證
據來降低疫情傳播。美國致力於跟各
方合作抗擊疫情。 ”

另一方面，世衛組織和谷歌公司
合作，確保人們在搜索新冠病毒信息
時能首先獲得世衛組織提供的事實。

譚德塞說，社交媒體，如推特、
臉書、騰訊、抖音等已經採取措施限

制有關疫情的虛假信息和謠言的傳播
。

他說：“為達此目的，我們與穀
歌合作，確保搜索冠狀病毒信息的人
們能首先看到世衛組織的信息。”

美聯社稱，自從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爆發以來，互聯網上流傳著許多關
於這種病毒的誤導性說法和假訊息，
包括虛假的陰謀論稱，這種病毒是從
一個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而且已經
生產了疫苗；誇大病人和死亡人數，
以及各種虛假的治療方法等等。

WHO：應對中國疫情 沒必要採取不必要措施干擾國際旅行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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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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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風情韻事 中國·通道——突尼斯·蘇塞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1/27/2019 -2/2/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7 28 29 30 31 1-Feb 2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0/2020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8~12集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走遍中國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8~12集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三       2020年2月5日       Wednesday, February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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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0202月月0202日日，，法國名酒人頭馬路易十三代理法國名酒人頭馬路易十三代理ShirShir--
leyley與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達成戰略協議與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達成戰略協議，，就世界就世界
名酒與辣媽品牌合作達成一系列合作意向名酒與辣媽品牌合作達成一系列合作意向，，在全世界範在全世界範
圍內共同推動優質生活圍內共同推動優質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品味生活品味生活。。圖為兩圖為兩
姐妹手捧價值不菲的限量版路易十三合影姐妹手捧價值不菲的限量版路易十三合影。。

20202020年年0202月月0202日日，，對等日對等日(Palindrome in three date formats)(Palindrome in three date formats)三種日期格式三種日期格式
2020020220200202(yyyymmdd)(yyyymmdd)，，0202202002022020(ddmmyyyy)(ddmmyyyy)和和 0202202002022020(mmddyyyy)(mmddyyyy)。。稀稀
飯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飯旅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經理經理James Uja HahaJames Uja Haha率領的代表團與率領的代表團與KatyKaty修修
車廠負責人曉華姐率領的代表團在藍天白雲車廠負責人曉華姐率領的代表團在藍天白雲、、浪漫無比的浪漫無比的Brazos BendBrazos Bend
州立公園喜相逢州立公園喜相逢，，千年一遇千年一遇，，絕非偶然絕非偶然！！

20202020年年11月月3030日晚日晚，，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Mike KnoxMike Knox在在CiroCiro以意以意
大利餐廳舉行當選後的第一次籌款會大利餐廳舉行當選後的第一次籌款會，，邀請至親好友和支持者說邀請至親好友和支持者說
明當選後的下一個四年的施政計劃明當選後的下一個四年的施政計劃。。圖為世界名人網總裁陳韻梅圖為世界名人網總裁陳韻梅
女士女士、、總編輯王福生應邀前往並與總編輯王福生應邀前往並與Mike KnoxMike Knox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20202020年年11月月2828日日，，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創會會長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創會會長
林富桂邀請世大建設董事長林富桂邀請世大建設董事長、、萊斯大學教授李兆瓊用英文萊斯大學教授李兆瓊用英文
主講鼠年運勢主講鼠年運勢，，原本報名原本報名100100人的聚會來了人的聚會來了120120多人多人，，聆聽聆聽
風水大師指點迷津風水大師指點迷津。。

20202020年年11月月2727日農曆大年初三上午日農曆大年初三上午99時時，，恆豐銀行邀請李金龍舞獅恆豐銀行邀請李金龍舞獅
團前來總部中國城地標團前來總部中國城地標———美國第一大夏—美國第一大夏(First American Tower)(First American Tower)表表
演每年一度的喜慶舞龍舞獅活動演每年一度的喜慶舞龍舞獅活動，，圖為吳文龍董事長接受五福獻圖為吳文龍董事長接受五福獻
瑞群獅表演瑞群獅表演，，祝福今年財源滾滾祝福今年財源滾滾，，生意興隆生意興隆。。

20202020年年11月月2525日晚日晚，，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2525週年新老客戶慶祝活動於中國新週年新老客戶慶祝活動於中國新
年大年初一在中國城舉行年大年初一在中國城舉行，，超過超過200200多人出席並表演了豐富多彩的節多人出席並表演了豐富多彩的節
目目，，並享用美食並享用美食。。圖為徐云董事長與嘉賓們圖為徐云董事長與嘉賓們、、演員們合影留念演員們合影留念。。

20202020年年11月月2525日日，，由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和華星藝術團組織由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和華星藝術團組織
的新年園遊會重頭戲之一是中國駐休斯敦蔡偉總領事專程的新年園遊會重頭戲之一是中國駐休斯敦蔡偉總領事專程
來到現場給小朋友們發紅包來到現場給小朋友們發紅包，，品嚐中國新年美食品嚐中國新年美食。。圖為雙圖為雙
椒連鎖餐飲集團董事長楊玉楠向蔡偉總領事拜年椒連鎖餐飲集團董事長楊玉楠向蔡偉總領事拜年。。

20202020年年11月月2828日下午日下午，，世界功夫平台例會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特別慶祝世界功夫平台例會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特別慶祝
著名廣東四大名醫傳人著名廣東四大名醫傳人、、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醫師生日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醫師生日，，祝愿他如祝愿他如
日中天日中天，，身體健碩身體健碩，，事業有成事業有成！！左起左起：：社長釋行浩社長釋行浩、、PFAPFA休斯敦共同創始休斯敦共同創始
人人Thomas ChanThomas Chan，，著名旅美畫家沙漠著名旅美畫家沙漠，，德州第德州第505505法院法官候選人李中原法院法官候選人李中原
律師父親律師父親Stephen LeeStephen Lee，，黃順桃黃順桃，，孟繁枝孟繁枝，，羅榮華羅榮華，，MichelleMichelle黃黃，，德州和統德州和統
會會長江鎮遠會會長江鎮遠，，世界功夫社長楊俊義世界功夫社長楊俊義，，王學新等合影慶祝王學新等合影慶祝。。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

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本報訊】 大選過後，國民黨一片改革聲音，黨主席
也即將補選，休士頓國民黨分部深切盼望黨內有所改變。

戰將小強，台北市議員羅智強將於2月16至18日蒞臨
休士頓，跟休士頓的僑胞見面，在選后低沉的氣氛下，無
疑給藍軍帶來一些蓬勃生氣。

羅智強將於2月17號晚間6點假China Bear 餐廳舉辦座
談會，座談會的內容是談談2020 後的台灣大局，羅智強意
願角逐2022 年台北市長，他的另一演講題目是：從雲端到

街頭，從台北到世界。
休士頓國民黨分部也將於2月17 日下午4-6點假China

Bear 餐廳舉行國民黨黨主席補選說明投票，晉齡同志頒獎
，委員改選等工作。

希望黨內同志務必參加黨主席補選投票，投出能改革
、能肩負黨內重責大位的主席。

羅智強座談會包括China Bear自助晚餐，票價$15，歡
迎參加，有意者請電Sheree，832-651-2848。

美南大專校聯會良師、青年 初次驚喜會面
（本報訊）二月二日星期日的下午，是

美南大專校聯會良師顧問委員會的良師和青
年，第一次見面的日子。在僑教中心的203
室，僑界精英和青年才俊共聚 一堂，氣氛非
常的熱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表示，美南大
專校聯會成立已經30多年，會員的年齡逐漸
老化。當前的要務 ，是如何提攜年輕人，為
校聯會做傳承接棒的工作。所以從去年6月
接任會長以後，就先後成立了兩個青年委員
會:一個是良師顧問委員會, 一個是職業青年
委員會。兩個委員會, 經過多次開會討論，
並積極的落實執行. 在去年舉辦 的台灣學生
聯誼座談會, 全場籃球比賽, 以及感恩節聚餐
都得到非常好的迴響.

良師顧問委員會 Mentoring Committee，
由許健彬和楊嘉玲負責. 一共 設立了五個組
別. 分別為 '科技資訓'，'生物醫學' ，'財務'，'
石油/工程' 以及 '自由創業'。那天出席的 僑
界精英， 青年才俊，和校聯會的理事及委員
們, 都充滿了期待. 良師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們
，事前已經依照各青年的意願，興趣和工作
背景，為他們和 僑界精英配對。與會的良師
和青年 ，在每個人先自我介紹以後， 開始
由委員會負責人許健彬宣布， 一個 一個精
英和青年的配對。 mentor 和 mentee，第 一
次見面 ; 彼此認識 ,充滿了驚喜和興奮 。 會
議的第二個部分，由精英和青年，彼此互動 ，並決定下一
次聯絡互動的時間和地點。以後精英和青年每個月互動一
次 。這個節目將以六個月為一期限 。 今年七月將問卷調查,
並决定未來的去向.

僑教中心的陳奕芳主任也親臨現場，為大家加油 。陳
主任表示 ，年輕人在工作選擇中 ，有前輩的人，幫忙指導;
減少錯誤,是非常的難能可貴 。年青人應該要多多珍惜這樣
的機會. 主任並讚揚大專校聯會組職, 能盡到全方面的功能,

不但能夠做到社區關懷 ，;並且致力於有意義的提攜年輕人
的活動。又能夠兼顧風雅行樂。實為可嘉.

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最後並特別邀請所有的精英和年輕人
, 一起來參加2月15日在僑教中心舉辦， '2020 年職場精英
論壇'。由 Chevron 油公司全球資訊服務的前總經理,周玲瑩
女士精彩主講; 並以職涯發展論壇, 如何建立人脈，青年投資
講座，親子溝通座談, 以及職業轉機等為主題. 議題中肯實用
，深刻確切. 參加的青年－定會收獲良多 。

羅智強2月17日談2020後的台灣大局
並舉行國民黨黨主席補選說明會

光鹽社健康活動預告
（本報訊）為了提高亞裔社

區人士對健康研究計劃的認識, 光
鹽社與亞洲健康聯盟-AHC 合力
推動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的健康研究計劃 - ALL of US 。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將於2020年2月6日(四)，把它們
的流動展覽車停泊於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停車場, 免費開放展覽車
內的各項設施及資訊給各界人士
去參觀。

這活動費用全免，並且可以
得到NIH所送出的小禮品。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日期:2020年2月6日(四)
時間:上午10-下午3點
地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

停車場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查 詢 電 話: 光 鹽 社

713-988-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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