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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2020年2月6日 星期四
Thursday, February 6, 2020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美股週三收高，道指上漲超過480
點，納指與標普500指數創收盤歷史新高。關於能有
效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藥物研究取得進展的消息提振
了場情緒。市場同時還在關注美企財報與川普彈劾案
。

道 指 收 盤 上 漲 483.22 點 ， 或 1.68% ， 報
29290.85 點；納指漲 40.71 點，或 0.43%，報
9508.68點；標普500指數漲37.10點，或1.13%，
報3334.69點。納指與標普500指數均刷新歷史最高
收盤紀錄。週三早間，納指最高上漲至9574.94點，
創盤中歷史新高。

特斯拉（TSLA）股價重挫17.2%，此前該股已
錄得連續兩日大漲。一家投資機構鼓吹該股2024年
能達到7000美元，但在周二卻逢高賣出3.5萬股、
套現超3000萬美元。

美國著名消費維權人士Ralph Nader週三對特斯
拉股票近期的持續暴漲發出警告，並呼籲監管機構考
慮對潛在的內幕交易進行調查。他稱對特斯拉的股票
價格感到擔憂：“特斯拉去年售出了不到40萬輛汽
車，但市值已超過了大眾汽車和通用汽車的總和。”

他認為，SEC應該在此時保護投資者，並調查是
否存在內幕交易、潛在的市場操縱等行為。

道指漲逾道指漲逾480480點點 納指標普創歷史新高納指標普創歷史新高



AA22全球摘要2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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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5日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
發生一起機場事故，一架客機衝出跑道，機
身斷裂。據官員表示，至少有52人受傷，但
沒有人死亡。

這架客機在伊斯坦堡的薩比哈格克琴國
際機場發生意外，客機衝出跑道，機身斷成

兩截。
這架航班屬土耳其飛馬航空公司(Pega-

sus Airlines)，機型是波音737客機。網上視
頻顯示，機體在衝撞跑道後嚴重斷裂，雖然
現場看起來很糟，但據當地媒體指出，機上
177名乘客和6名機組人員皆安全撤離。

土耳其伊斯坦堡客機衝出跑道 機身斷兩截

（綜合報導）前英國首相卡麥隆搭乘從
紐約飛回倫敦的飛機，與他隨行的還有保鏢
，然而這個保鏢太糊塗，竟然在上廁所的時
候，把重要的隨身行李忘記在廁所裡，他所
忘記拿的物品包括卡麥隆的護照，以及自己
的配槍。當其他乘客上廁所時發現這些槍，
以為機上有恐怖份子，引發一陣恐慌。

前英國首相卡麥隆先前訪問美國紐約，
在返國時，紐約大都會的警察人員也護送他
回倫敦，結果這位糊塗保鏢引發了飛機安全
事件。

《太陽報》援引在場的其他乘客的話說
，當時飛機還在等待起飛，這期間一名上廁
所的乘客發現留在廁間的手槍，他急忙通報
機長，也引發了其他乘客的騷動。

一位乘客的話說： 「機長與其他人員證
實發現了一支槍，這嚇壞了所有人。」

所幸機長很機警，立即意識到這是警用
槍支，應該是警方人員遺落的，他也知道機
上有卡麥隆這位貴賓，很快就得到答案。

機長隨後為了讓乘客放心，告訴其他乘
客槍支的主人是紐約大都會的警察，現在槍

支已經交還給了。但是有幾名旅客驚魂甫定
，他們認為即使是安全人員，也不應在飛機
上佩槍，為此還溝通了好一陣子。

紐約大都會警方表示，他們對此事極為
重視，並已展開內部調查。警方聲明中說：
「我們得知2月3日飛往英國的航班發生的事
件，有關人員已被懲處。」

英國航空公司表示，他們遵循民航安全
規定，該規定允許警察在特定的情況下攜帶
槍支在飛機上。

保守黨的卡麥隆，在2016年自請辭去英
國首相職務，原因就是英國脫歐問題，他當
時認為英國人不會希望離開歐盟，公投對他
有利(之前幾次公投結果都對他有利)，結果這
一次他輸了，他只能辭職，之後的英國脫歐
問題一直持續至今。

卡麥隆也有糊塗健忘的記錄，他忘的是
女兒。2012年，也就是他擔任總理兩年後，
有一回他與8歲女兒在餐廳吃午餐，當他結
完帳後直接離開餐廳，忘記女兒還在座位上
，在15分鐘後才猛然想起，趕快返回餐廳領
出女兒。

卡麥隆保鏢把槍忘在飛機廁所 嚇壞機上乘客

（綜合報導） 「我以為你會看起來像灰姑娘
，」 3歲小女孩安娜貝兒（Annabel）告訴凱特，
她好期待會看到穿著漂亮晚禮服的 「真王妃」 ，
可是她失望了。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劍橋公
爵夫婦威廉和凱特4日造訪斯旺西灣 (Swansea
Bay)附近的皇家全國救生艇協會曼博斯救生艇站
（RNLI Mumbles Lifeboat Station），莉安‧卡
絲特蘿（Rhian Costello）帶著女兒安娜貝兒滿心
期待，見到了夢寐以求的王子和王妃。

聽完小女孩的心聲，凱特隨即說， 「真抱歉
，我今天沒穿漂亮的晚禮服」 。而一旁的媽媽莉
安說，女兒超愛童話故事，尤其是《灰姑娘》
（Cinderella），她對自己能見到真王妃興奮不已
。

莉安說，為了見凱特和威廉，她們等了1小時
，而幸運的是，他們的座車剛好停在她們前面。
而凱特一下車，就直接向她們母女走來。

雖然凱特沒穿漂亮的晚禮服，但身上的英國
Hobbs長大衣也要349英鎊。

被嫌不像真王妃 凱特向她道歉

（綜合報導）韓國國立中央醫療院今天表示，第二例感染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武漢肺炎）的確診患者已治
癒，並於今天下午出院，這是韓國首例治癒病例。

這名痊癒出院的確診患者為55歲的韓國男子，之前在武漢
工作，1月22日晚經武漢轉上海抵達首爾金浦機場，24日確診
感染後，被送往國立中央醫療院接受隔離治療，13天後康復出
院。

韓國國立中央醫療院感染內科專科醫師陳凡植（音譯）表示

，該名患者住院時只有咽
喉痛症狀，但在退燒藥停
藥後，發燒至攝氏38度，院方自其住院第3天起使用口服抗愛
滋病毒藥物，投藥第3天起胸部X光檢查，顯示肺部出現好轉，
住院第7天起咳嗽等臨床症狀消失。

陳凡植醫師說，這名患者之後在呼吸道檢查中連續6次未檢
出病毒，其他檢查結果也呈陰性，因此由臨床專家組成的中央臨
床工作組和疾病管理本部協商後，決定讓其出院。

韓國國立中央醫療院表示，治癒患者已無傳播新型冠狀病毒
的風險，將在出院10天後到國立中央醫療院就診，繼續跟蹤調
查是否會出現併發症等情況。

另外，仁川醫療院也在考慮對韓國第一例確診病患（35歲
中國籍女性）解除隔離。院方表示，該患者1日和2日的檢測結
果均呈陰性，3日起臨床症狀完全消失。若3日和4日的檢測結
果均呈陰性，預計將在6日解除隔離。

南韓首例治癒病例武漢肺炎確診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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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的醫學研究團隊在新冠
狀病毒疫苗的研發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原本兩
三年才可能完成的研發時間，縮短到僅僅14
天。

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醫學院傳染科黏膜感染和免疫部主任夏塔克
（Robin Shattock）表示，他們已經掌握了最
初疫苗，如果有足夠的資金，很希望下週可以
開始將最初疫苗進入動物測試階段，如果順利
，將在今夏達到臨床人體測試。

他告訴天空新聞： 「常規的疫苗製作方法
，通常至少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但是我們加
快了疫苗生成順序，僅需14天就能在實驗室
中生成。」

不過，由於疫苗必須經過上述提到的動物
測試、臨床測試，所以不可能直接應用到現在
的疫。夏塔克說，對於目前的疫情來說，這種
疫苗仍然趕不及派上用場，但如果未來還發生
相似的疫情，這型疫苗將至關重要。

武漢肺炎疫苗大突破 英科學家縮短研發時間

（綜合報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延燒
，網路和社群媒體瘋傳各種對抗病毒的偏方，
像是吃大蒜、芝麻油和維他命C等，但世界衛
生組織（WHO）澄清，這些方法都無法有效
對抗武漢肺炎。

WHO透過官方推特表示， 「大蒜是健康
食物，也有抗菌的特性，但目前並無證據顯示
吃大蒜能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網路也謠傳塗抹或食用芝麻油能防止新型
冠狀病毒進入人體，WHO澄清，芝麻油不管
是外用或內服都無法殺死新型冠狀病毒。

WHO亦表示，使用生理食鹽水定時清洗
鼻腔，無法協助預防武漢肺炎，這種方法或許
對一般感冒有用，讓身體加速復原，但目前並
無證據顯示對新型冠狀病毒有用。

其他偏方像是攝取大量維他命C、保持喉
嚨溼潤、使用漱口水、洗熱水澡等，也都無法
對抗武漢肺炎。網路上流傳各種抗疫妙招，許
多還宣稱是出自WHO或是國家衛生機構，促

使WHO上官方推特闢謠。
一則錯誤訊息透過Whatsapp在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UAE）廣泛流傳，如果沒有喝足夠
的水，病毒會在 「10分鐘內侵入」 喉嚨，當
然這也是不實消息。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社群媒體公
司與網路巨頭也採取行動，取締平台上的假消
息。谷歌在搜尋結果列出WHO的官方訊息，
並在旗下視訊平台YouTube提供可靠的資訊
。WHO 幹事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 「現階段需要的是事實
，不是恐懼。WHO感謝谷歌、臉書、推特和
抖音（Tik Tok）的協助，一同對抗武漢肺炎
的不實資訊和謠言，並提供用戶可靠的消息。
」

武漢肺炎疫情不斷擴大，全球確診病例已
經超過2萬起，死亡病例超過400起。WHO
已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
事件。

WHO闢謠：大蒜、芝麻油無法防範武漢肺炎

（綜合報導）紐西蘭南島最南端的南地大區
（Southland）廣闊平原，近日遭豪雨重創，農田
幾乎全部泡在水中，導致路基流失，對外聯繫全
面中斷。當局緊急疏散超過2千民眾，國家氣象
局甚至史無前例，發布紅色暴雨警報。

國有氣象局去年5月起，在氣候警示中，增
加最高的紅色暴雨警報，這是設立以來頭一次使
用。該局表示，提升到紅色等級，主要著重對居
民的影響。道路遭沖刷，民眾被切斷對外聯繫，
猶如身陷孤島，暴雨對道路體系的衝擊，恐將對

社區造成風險。
由於豪雨成災，當局周二已自南島西南部的

菲奧德蘭，撤離大批登山客與觀光客。
南地大區農民則忙著以水上摩托車或小船，

把牲口趕到地勢較高的地方。一位民防官員坦承
，牲口損失無法避免，因為牠們無處可去。

在馬陶拉，大水逼近當地的造紙廠，引發當
局憂慮，因為工廠存放的化學原料，一旦遇水將
排放大量有毒氨氣，對環境和人體都將造成傷害
。

豪雨釀禍 紐西蘭南島破天荒發暴雨警報

（綜合報導）武漢肺炎持續蔓延，截至4日24時，根據大
陸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統計境內累計確診2萬4324例、累計死
亡490例；而疫情亦影響全球經濟共應鏈，美商務部長羅斯也直
言，疫情在陸肆虐，讓生產鏈有機會返回美國，增加就業機會。
不過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曼反嗆，如此觀點根本是對21
世紀的全球經濟太缺乏了解。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指出，
羅斯（Wilbur Ross）與他們的同僚顯然不明白，現代製造業與
上一代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他指出，在過去，不同國家製

造業之間是直接的競爭關係
，但現代國家的進口產品不
僅包括直接消費品，也包括 「中間財」 用來產品的下一步生產。
因此，無論是關稅或是新型冠狀病毒等任何阻礙的因素都會增加
生產成本，進而對進口國自身的製造業造成傷害。

克魯曼指出，川普加徵關稅，導致許多進口中間財價格上漲
，這造成美國製造業產值和製造業就業機會均出現了減少而不是
增加，這也替美國在2019年經濟成長表現尚可、但製造業卻出
現衰退的現象提供解釋。

克魯曼表示，如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大陸製造業造成嚴重
打擊，屆時美國經濟受到的負面影響將與川普發動的貿易戰的最
壞影響相當，同時批評貿易戰沒有給美國經濟帶來任何好處，且
川普政府至今仍不明白為何貿易戰沒有給美國經濟帶來任何好處
。

克魯曼最後再嗆，從羅斯的對於疫情與美國製造業影響的觀
點，可見川普政府根本沒有準備好可能的流行病導致的經濟衰退
，而對於國內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如此。

疫情延燒反助美經濟？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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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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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意大利地域經濟失衡
西北部人均GDP接近南部兩倍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資料顯示，2018年，意大利西

北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達到了3.6萬歐元，接近了南部地區人

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

據報道，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意大利南部地區居民年人均收入

為19000歐元，西北部地區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則達到了22000歐元，比南

部地區高出了3000歐元。

報道稱，2018年，意大利馬爾凱大區和阿布魯佐大區人均國民生產

總值增幅最高，較上壹年度增長了3%。阿布魯佐工業、制造業人均國

民生產總值增幅為2.2%。2017年，該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幅僅為

0.6%。

報道指出，2018年，意大利經濟最發達地區倫巴第大區的人均國民

生產總值增速正在放緩，為0.5%，而該地區的上壹年度增幅為2.2%。同

年，意大利南部的撒丁島和普利亞等地區表現突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增速達到了1.4%，莫利塞為1.2%。

與此同時，該年度意大利坎帕尼亞和卡拉布裏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出現了大幅度下降，拉齊奧大區下降了0.2%，西西裏島負增長0.3%，坎

帕尼亞負增長0.6%，卡拉布裏亞負增長0.8%。2018年上述地區家庭消費

總體表現積極，略高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0.8%。

2018年，意大利家庭消費量增長最顯著的地區為利古裏亞和拉齊奧

大區，社會人均消費增量為1.7%，其次是阿布魯佐為1.5%、翁布裏亞和

莫利塞為1.4%。此外，博爾紮諾自治省和皮埃蒙特大區的家庭支出有所

下滑，社會人均消費增量僅為0.3%。

南非醫學專家
談疫情與流感季疊加時如何做好防控

綜合報導 南非流行病學專家、斯泰倫博斯大學醫學系病毒學部負

責人沃爾夫岡· 普雷瑟(Wolfgang Preiser)1月31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眾不必感到恐慌，但也不可掉

以輕心，尤其是在流感季即將來臨之際。

日前，位於非洲大陸西南部的安哥拉宣布發現壹例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的肺炎疑似病例，加劇了非洲公眾對於此次疫情的關註。特別是南非

，由於華僑華人眾多，且來往中國與非洲間頻繁，更使得南非的疫情防

控工作成為民眾關註的焦點。

對此，普雷瑟說：“南非擁有在識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方面

的準備措施和技術手段，南非也有信心迎接挑戰，所以民眾沒有什麼可

擔心的。”但他警告稱，如果有關部門及民眾因此放松警惕，不采取有

效防控手段，那麼南非極有可能會迎來疫情大面積暴發。特別是隨著每

年南非流感季的來臨，南非的疫情防控工作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因為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癥狀與流感有某些相似，而這無形中增加了醫護

工作者鑒別的難度。

“我的建議是先預防流感，公眾應盡早接種疫苗。”普雷瑟指出，

這樣做的目的是降低感染流感風險的同時，還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與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混淆，從而降低延誤疫情防控的可能。

普雷瑟強調，由於已經完成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的

定義工作，並提前部署了預防性隔離措施，因此目前在南非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的風險較低。

截至南非當地時間1月31日上午10時，南非境內尚未發現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南非衛生部已啟動全國防控應急中心，並在全國

9省指定11家醫院作為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醫院。

綜合報導 根據英

國皇家鑄幣局 (Royal

Mint)官方網站顯示，

售價為 945英鎊(約合

8620元人民幣)的英國

脫歐50便士紀念金幣(

約合4.6元人民幣)於當

地時間 1月 31日中午

售罄。

這批脫歐紀念金

幣限量發行1500枚，

於周五早上開始在皇

家鑄幣局官方網站銷

售。

此外，售價為 30

英鎊、生產了5000套

的貨幣套裝也已經售

罄。這個套裝內包含

有兩枚貨幣，分別是

1973 年英國加入歐洲

經濟共同體50便士紀

念幣和2020年英國脫

歐50便士紀念幣。

英國皇家鑄幣局還

限量生產了47000枚紀

念銀幣，售價為60英

鎊，每戶限買三個。

德國確診7病患均為同事
主治醫生詳解疫情入德來龍去脈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駐德國大使

館科技處獲悉，使館日前對慕尼黑-施

瓦賓醫院(Muenchen Klinik Schwabing)的

主治醫生文特納教授 (Prof. Dr. med.

Clemens Wendtner)進行了專訪，由其介

紹了疫情進入德國的詳細過程、已確

診7名病患的治療情況，以及疫苗研制

工作前景。

據悉，目前德國確診的新型冠狀病

毒全部集中在南部巴伐利亞州。當地時

間1月21日，來自德國汽車零部件制造

商韋巴斯托(Webasto)中國分公司的壹位

中國員工赴德參加培訓活動，行前曾與

從武漢趕來的父母有過接觸。同月23日

，該員工回國時無任何異常癥狀，但27

日即在國內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在德國總公司將這壹情況通報本公司員

工後，壹位33歲男性員工自感有癥狀，

當晚檢測結果呈陽性。在接下來對其他

公司員工的檢查中又先後確診五位患者

，另有壹位患者的五歲孩子也被證實受

感染。截至1月31日19點30分，德國共

受感染人數達7人，不排除有更多家庭

成員受感染的可能。醫院方面稱，所有

病人的健康狀態“穩定”。

根據文特納教授介紹的情況，他

收治的病人身體健壯，年齡介於27-40

歲之間，入院時僅有“初步癥狀”，

即發燒、輕度咳嗽。他強調，醫院采

用的“噴霧療法”僅是壹種常規的

“帕裏吸入法”(PARI-Inhalation)，使用

0.9%的鹽水和壹種叫ß2-Mimetika的幹擾

素物質，其主要功能是擴張氣管、潤

肺，並沒有添加抗病毒物質諸如HIV藥

物，更非專門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

“靈丹妙藥”。

而針對近來屢屢見諸中文網絡的

“成功治療”“治愈”等說法，文特納

教授澄清指出，目前沒有針對性的治療

方法，他的病人“基本上沒有癥狀”，

且處於“臨床良好狀態”，但實際上他

們仍攜帶大量病毒。亦即病人表面上雖

無發燒咳嗽等明顯癥狀，但仍需接受不

間斷的臨床觀察。

截至記者2月2日淩晨發稿前，韋巴

斯托公司又有壹名男性員工被確診，至

此德國確診人數上升至8人。

文特納教授透露，目前他與柏林夏

裏特醫學院德洛斯滕教授(Prof. Dr. Dro-

sten)和慕尼黑大學蘇特教授(Prof. Dr.

Sutter)合作，正在共同培育新型冠狀病

毒，用於未來的抗病毒物質研究。同

時，他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框架內與

上海、武漢的醫學專家保持著學術聯系

，還與其它夥伴單位壹起正在致力於共

同研制疫苗，“期待在數月內能完成此

項研究工作”。

意大利音樂學院讓“東亞學生”停課

被批種族歧視

綜合報導 意大利壹所老牌音樂學院

決定讓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所有“東亞學

生”（studenti orientali）停課，受影響學

生有81名。該校教職工和學生都對此感

到震驚和憤怒，指責學校涉嫌“種族歧

視”，此決定只會增加人們對於疫情的

恐懼。受影響學生表示很多人最近都在

意大利國內。

這壹針對東亞學生的禁令出自意大利羅

馬的聖契切利亞音樂學院（Santa Cecilia

conservatory），該校始建於1565年，自稱

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樂學校”之壹。

意大利《共和國報》（La Repubbli-

ca）報道稱，院長羅伯特· 朱利亞尼

（Robert Guiliani）當地時間29日向全校

160名教師發電子郵件，要求他們讓包括

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國在內的“東亞學

生”停課，無論他們最後壹次回國是什

麼時候。

這封電子郵件寫道：

“親愛的同事，因為在中國發生的

眾所周知的疫情，來自東亞（包括中國

、韓國、日本等）以及受疫情影響國家

的學生將被停課。學院醫生將於2月5日

下午2點對所有學生（即停課學生）進

行體檢，只有通過的學生才能復課。”

這壹決定立即引起了學生和教職工

們的強烈抗議，他們紛紛要求校方做出

解釋。

壹名教師告訴《共和國報》，自己

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學校從來沒有

什麼所謂的“醫生”。“學校就這樣損

害學生正常上課的權利，然後通知大家

等待醫生檢查？什麼醫生？音樂學院從

未有什麼醫生！到目前為止校方也未提

供明確的信息，這樣的通知只會傳播恐

懼、歧視。”

另壹名教授表示：“我的壹個韓裔

學生問我的時候都快哭了‘教授，明天

我到底還能不能來上課？”’

兩名韓國學生告訴意大利《當地報

》（the Local），他們曾要求當面與校

方討論，但遭到了無視，明明他們看到

校長剛離開學校大樓。他們指責校方決

定是“瘋狂”的，“我們已經兩年沒回

韓國了。我們不反對體檢，但只對亞洲

學生明顯是錯誤的”。

壹名中國學生認為，校方決定相當

“種族主義”，並質疑為什麼東亞學生

受到了區別對待，明明壹些中國同學最

近六個月都沒有回國。

《共和國報》也質疑這壹禁令會擴

大為對所有東亞學生的歧視。報道稱，

該音樂學院的東亞學生很多都常住羅馬

，還有壹些其實是第二代移民。

但院長隨後辯稱，這壹決定得到了

有關方面的同意。他還強調，自己要保

護全校師生。

《每日郵報》補充，就在不久前，

羅馬科莫音樂學院（Como Conservatory

）曾要求所有從中國返回的學生在返校

14天內不要來上課。帕維亞音樂學院

（Franco Vittadini Conservatory di Pavia

）要求壹名中國學生隔離14天，盡管醫

學檢測顯示他沒有感染病毒。

此外，當地時間1月30日，因壹對

中國夫婦出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

癥狀，意大利壹艘郵輪被迫靠岸封鎖，

郵輪上約7000人被禁止上岸。在檢測結

果為陰性後，郵輪乘客被放行。

意大利衛生部門通報，兩名新冠肺

炎確診中國旅客目前正在羅馬接受隔離

治療。意大利總理孔特當天宣布，將進

入國家緊急狀態，暫停所有往返中國的

航班，並撥出款項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緊急狀態計劃將持續六個月，該

國已撥款約500萬歐元應對病毒疫情。

英國脫歐紀念金幣售罄
限量發行限量發行15001500枚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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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被指兩項控
侵害公眾信任的罪名，遭到彈劾。根據美媒
報導，有線人投訴川普對烏克蘭提供秘密軍
事援助，以向該國的總統佛拉迪米爾·澤倫斯
基施壓，要求調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前副
總統拜登在烏克蘭的不當行為。川普表示，
這些指控以及彈劾案都是民主黨對他的政治
迫害。

美國參議院本周三(5日)下午，針對川普
的兩條彈劾案作表決，由於在參議院中，共

和黨擁有多數勢力，除了參議員米特·羅姆
尼 (Mitt Romney)以外，並沒有其他共和黨參
議員公開發言支持彈劾案，預料很難獲得全
院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最終投票結果，以52
票對48票遭否決。

表決彈劾案被否決之後，代表著川普逃
過了被罷免的命運，歷時5個月的調查及訊
問也暫時告一段落，川普將可高枕無憂地，
繼續邁向他的競選連任之路。

參議院否決兩條彈劾罪狀 川普可高枕無憂了

（綜合報導）在周二(2月4日)晚的國情
諮文講話中，美國總統川普共有兩處提及大
陸。他表示正與中國政府協調，密切合作，
應對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在簽署了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後，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是
有史以來最好的，包括他與習主席的關係！
」

川普在演講中還表示，他向美國公民承
諾，他將徵收關稅，以應對中國對美國就業
崗位的大規模竊取。 「我們的戰略奏效了。
幾天前，我們與中國簽署了突破性的新協議
，將捍衛我們的工人，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
，為我們的國庫帶來數十億美元，並為在美
國製造和種植的產品開拓廣闊的新市場」 。
說完後，坐在台下的共和黨議員站起來熱烈

鼓掌。
川普進一步強調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

在占美國的便宜，現在我們改變了這一點」
，但與此同時， 「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是
有史以來最好的，包括與習主席的關係」 、
「他們尊重我們所做的，因為坦率地說，他

們永遠不會相信自己可以年復一年、十幾二
十年地做他們所做的事情而逃脫懲罰，而我
們國家沒有人站出來說夠了」 。現在， 「我
們要重建國家，這正是我們在做的」 。

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議題上，川普表示
， 「我們正在與中國政府協調，密切合作，
應對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我的行政當局將
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保障公民免受疫情威脅
」 。

誇關稅戰略奏效 不讓陸占便宜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4日發表 「偉大的
美國回來了！」 為主題的國情咨文演說，他綜藝
魂上身，細數歷來政績和 「前所未有」 的經濟成
就，但這場演說，也突出了民主共和黨難以彌合
的分歧。發表演說前，川普刻意無視眾院議長裴
洛西伸出的禮儀之手。裴洛西則在演講結束後還
以顏色，當眾連撕3次川普講稿，稱 「這演說沒水
準，我很客氣了。」

蓋洛普最新民調顯示，川普的民意支持度達
49％，締造他入主白宮後的新高。在參院共和黨
人護航下，川普幾乎篤定免於在5日遭彈劾。在這
競選火花四射，實境秀中，川普絕口不提彈劾，
聚焦3年來的經濟成績單，共和黨議員興奮高喊
「再做4年！」

川普在演說中指控民主黨，有意迫使美國納
稅人埋單，提供無限度免費健保給非法移民。裴
洛西則在後面喃喃說， 「亂講！」 但當川普提及
寵物計畫基礎設施投資，裴洛西曾起身鼓掌，顯
見這是兩黨難得同意的領域。

不過，裴洛西豈是好惹得？川普演講一完，
她就上演 「我撕、我撕、我撕撕撕」 復仇秀，台
下和電視觀眾目瞪口呆。裴洛西稍後霸氣說，

「考慮到各種方法，這算客氣了。」 綽號女王的
大姐大氣勢，果然不同凡響。白宮則在推特開罵
，痛批她撕毀了川普的各項政績，裴洛西只有
「遺臭萬年」 。

川普在演說中慷慨激昂的表示，在他擘劃下
，美國經濟創造低失業率，所有美國人都能享有
無可比擬的成功。

川普安排的賓客，也充滿巧思和謀略。他邀
請委內瑞拉國會議長、去年自行宣布成為過渡總
統的瓜伊多出席，除表達支持，並擺明美國不承
認馬杜羅政府。他也邀請高爭議性的保守派意見
領袖兼媒體人林白到場，川普打破慣例要第一夫
人頒發象徵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獎章給林白
，現場噓聲和掌聲大作。其他賓客還包括駐外美
軍與少數族裔，現場笑淚交織，川普顯然是削弱
少數族裔對民主黨的支持。

兩大黨涇渭分明，也沒在這場年度盛會缺席
。共和黨議員多次站起來熱烈鼓掌打斷川普的談
話。民主黨議員演說時多半在座位上表情呆滯和
不滿，至少10人為挺平權杯葛國情咨文，萊恩等
議員則在結束前離席，他發推特稱 「受夠了，內
容都是假的。」

川普炫耀政績 裴洛西怒撕講稿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天重申他的承
諾，願以談判達成阿富汗撤軍協議。川普指出，
他無意讓 「數十萬人」 在無窮無盡的戰鬥中喪命
。

川普赴國會發表黨派色彩濃厚的國情咨文演
說，鮮少談及外交政策，川普同意持續與塔利班
（Taliban）好戰分子談判是其中之一。

川普在國會聯席會議上說： 「我並不想看到
數十萬人在阿富汗戰爭中喪生，他們多數是無辜
老百姓。」

他說： 「扮演執法者角色去服務其他國家，

並非我們的職責。我們的部隊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戰士，他們只想打勝仗或完全不打仗。」

「我們正努力結束美國歷時最長的戰爭，並
讓我們的軍人返家。」

川普不斷對海外駐軍是否明智提出質疑，並
說因2001年9月11日恐攻而起的阿富汗戰爭勞民
傷財。

不過，去年一起造成一名美國公民身亡的攻
擊事件，讓川普突然取消在總統度假地點大衛營
（Camp David）與塔利班的祕而未宣峰會。

（綜合報導）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週二表示，由
於對香港的運輸需求大幅下滑，即日起暫停飛往香港的航班直到
2月20日再看情況。相同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也將
在本周停飛香港。

香港發生數個月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已經削弱了美國遊客前
往香港旅遊的興趣，而且隨著2019新冠狀病毒（2019-nCoV）
的蔓延，前往香港的旅客數量更為下降。

週二，香港官員報告了新冠狀病
毒的首個死亡病例，令人們擔心該
病毒正在香港當地傳播。中國大陸
官方報告了425個死亡病例和2萬
個確診病例，又比前一天的數字大
大增加。

美國航空發言人說，美航從洛杉
磯和達拉斯飛往返香港的航班，已
於週二暫停運營，並將持續至2月
20日。

聯合航空也表示，為應對需求下
降，將在2月20日之前暫停航班。該航空公司最後一次飛往香
港的航班是星期三從舊金出發的877號和869號班機，而從香港
飛返舊金山的最後一次航班是星期五的862號班機。也就是在本
周之後，將沒有美國的航空公司經營往返香港的客運航班。

香港航空（American Airlines）週二表示，由於對香港的運
輸需求大幅下滑，即日起暫停飛往香港的航班直到2月20日再
看情況。相同的，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也將在本周停飛

香港。
美聯社報導，香港發生數個月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已經削弱

了美國遊客前往香港旅遊的興趣，而且隨著2019新冠狀病毒
（2019-nCoV）的蔓延，前往香港的旅客數量更為下降。

週二，香港官員報告了新冠狀病毒的首個死亡病例，令人們
擔心該病毒正在香港當地傳播。中國大陸官方報告了425個死亡
病例和2萬個確診病例，又比前一天的數字大大增加。

美國航空發言人說，美航從洛杉磯和達拉斯飛往返香港的航
班，已於週二暫停運營，並將持續至2月20日。

聯合航空也表示，為應對需求下降，將在2月20日之前暫
停航班。該航空公司最後一次飛往香港的航班是星期三從舊金出
發的877號和869號班機，而從香港飛返舊金山的最後一次航班
是星期五的862號班機。也就是在本周之後，將沒有美國的航空
公司經營往返香港的客運航班。

香港迪士尼的遊客數也在下降，迪士尼週二表示，由於 「最
近發生的事」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遊客數和飯店住房率也有所下
降，不過該公司沒有詳細說明人流數字。

川普國情咨文演說重申撤軍阿富汗美國兩大航空宣布停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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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壹起加油”
——東南亞國家支持中國抗擊疫情

綜合報導 近日，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

家各界紛紛積極評價中國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所做的工作，表達對中國抗擊

疫情的支持，表示願意與中國共克時艱。

1月 27日，泰國總理巴育表示，中國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可控，泰在武漢

公民是安全的，希望民眾不信謠言，不要驚

慌。泰國外長表示，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經

驗豐富，17年前曾成功戰勝非典疫情。泰國

充分相信中國政府的高效決策，中國人民對

政府工作也非常配合。理解武漢封城舉措，

外界應予配合。目前形勢可控，泰方不會限

制中國遊客入境。

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長近日專門錄制視頻，

祈禱情同手足的中國人民順利渡過危機，重新

振作起來，並用漢語喊出“泰國人民隨時支持

妳”。泰國國家旅遊局也發表中文視頻和倡議

書，為中國人民加油，呼籲泰中兩國人民同舟

共濟，奉獻愛心，馳援疫區。泰國國家移民局

則於近日出臺文件，將免除因封城無法回國的

湖北籍公民簽證逾期罰款。

泰國皇家研究院院士、東方研究院院長、

泰國國家政治改革委員會前主席阿奈發表題為

《泰國人民與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的文章，肯

定了中國政府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方面作出的及時有效果斷的努力。他說，中國

政府發現疫情的速度已經非常之快，中國的生

物技術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中國始終將人民的

生命安全置於最重要的位置。中泰兩國是友好

鄰邦，當過去泰國遭遇苦難時，中國始終與泰

國並肩而立、施以援手，如今中國遇到困難，

泰國應該盡最大努力幫助支援中國。

和中國同行壹樣，泰國醫療人員奮鬥在抗

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第壹線，在14名確

診病例中，已有6人治愈。善良友好的泰國醫

生護士們近日也錄制視頻，用漢語喊出“妳不

孤單”“我們壹起加油”，表示將與中國壹起

戰勝疫情。

中泰之間每天有大量航班往返。近日，曼

谷廊曼機場的壹個小小舉動感動了不少中國人

。在出入境通關處，機場當局臨時用漢語手寫

了壹份通知：免費領N95口罩！先給中國兄弟

使用！大家都是壹家人！加油！

1月30日，針對柬埔寨民眾普遍關註的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柬埔寨總理洪森

專門發表全國電視直播講話，呼籲民眾不要恐

慌，團結壹致，同政府、同中國人民、同世界

衛生組織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

洪森表揚了柬埔寨政府衛生部的快速反應

，表示現在不會停止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他

要求，在華留學和工作的柬埔寨學生和外交官

，應保持冷靜，按當地政府的指導進行學習、

休息和工作。他要求政府機關、旅遊運輸企業

以及相關服務企業應照常工作，並特別強調不

能歧視中國來的遊客。

洪森指出，患難見真情，柬埔寨這次也會

和中國人民壹起戰勝疫情，共渡難關。

潘
基
文
：
中
國
必
將
打
贏

疫
情
防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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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聯合國前秘

書長潘基文發表聲明稱，中國必將打贏這場疫情

防控阻擊戰。

潘基文在聲明中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蔓延，緊張的氣氛遍布全球。在這壹艱難的

時刻，中國人民萬眾壹心、共克時艱。作為中國

的朋友，我謹向全力抗擊疫情的14億中國民眾致

以誠摯的慰問和崇高的敬意，向患者表示慰問，

向逝者表示哀悼。

聲明說，習近平主席說過，“生命重於泰山”。

我堅信中國人民對生命的重視和悠久歷史中凝聚

的智慧，壹定能讓中國戰勝疫情。我也相信，在

習主席領導下中國政府采取的有力舉措，中國人

民同舟共濟的民族精神和所有醫療衛生工作者的

無私奉獻，必將讓中國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社會和全球民眾也將繼續展開

人道主義合作，齊心協力支持中國抗擊疫情。

潘基文說，我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曾高聲

呼籲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保障人類健康。現在

我也將與奮力抗擊疫情的中國人民患難與共。就

此，我於1月30日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通電話

後，再次堅定了為克服疫情全力以赴的意誌。

他表示，“眾人拾柴火焰高”這句話裏閃耀的是合作精神。

只要中國人民和全球民眾同心協力，我相信我們必定能夠書寫捍

衛生命的偉大歷史新篇章。

潘基文最後表示，我謹再次向刻苦奮鬥的中國人民致以誠摯

的慰問和崇高的敬意，相信勝利的光輝近在眼前。

日本政府擬對從事
尖端技術開發企業出臺認證制度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將設立壹項制度，針對從事第

五代(5G)移動通信系統和無人機等尖端技術開發的企

業，對其是否符合確保網絡安全和服務穩定性等重點標

準進行認證。

報道稱，新法案名為《關於促進特定高度情報通信技

術活用系統的開發供給及引進的法律案》。企業若獲得認

證，則可在稅制等方面享受優惠。日本政府將向本屆例行

國會提交寫入該制度的新法案，力爭今夏開始運用。

據報道，日本政府將制定指針，包括在網絡安全等方

面的安全性和信賴性、設備及服務供給的穩定性、為避免

脫離全球標準的“加拉帕戈斯化”是否采用了國際規格等

，並建立由國家審查是否符合的機制。

報道指出，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在2020年度稅制修改大

綱中，寫進了如果移動通信巨頭較計劃提前建設5G基站，

就可享受從企業所得稅等中扣除設備投資額15%的優惠稅

制。

新法案將寫進被認證為符合指針的企業可享受稅制優

惠。還將推動使之可從半官方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獲得低

利息貸款等系統的普及。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認為，“5G作為不斷發展的基礎設

施有很大潛力”，強調舉國扶植的意義。

印度外貿總局
禁止在疫情期間出口口罩

綜合報導 印度外貿總局官網發布通告，在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印度禁止出口口罩、防

護服等個人保護設備。不過，印度官方並沒有給

出實施禁令的原因。

在這之前，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原型陸勇

剛剛在微博（@藥俠陸勇）上宣布，自己從印度坐

三輪車，將49箱醫療物資拉到機場，運回國內，

其中包括3000個護目鏡以及3000個N95口罩。

印度喀拉拉邦30日確診首起病例，該患者

是壹名曾在武漢大學學習的學生，目前處於隔離

狀態。 印度衛生部在壹份新聞稿中表示，患者

目前病情穩定，正在接受密切監測。

首例確診患者出現後，印度無視世衛組織的

建議，派專機撤僑。新德裏電視臺稱，2月1日

壹早，壹架波音747載著324名印度公民從武漢

飛往新德裏，這些被接回印度的人當中大部分是

在華留學的學生。另壹架印度撤僑的班機1日下

午也從新德裏出發，再次飛往中國。

印度上午派往武漢的撤僑班機起飛時間被推

遲，其中壹名乘客說，這是因為有6名印度公民

在登機時出現出現了發熱癥狀。

印度軍方稱，這些從武漢撤回的印度公民回

國後將會被安排在新德裏附近的壹處地點隔離，

進行為期兩周的觀察。

新加坡《聯合早報》消息稱，壹名不願具名

的印度高級官員說，將那些在武漢的印度公民撤

回國不是最好的決定，因為這會增加更多確診病

例出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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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購買口罩實名制6日將實
施，不少民眾已紛紛詢問，也有藥局貼心準
備號碼牌因應。高雄市警局擔心民眾買口罩
可能發生糾紛，今天要求員警巡邏時針對各
個特約藥局加強巡邏維護秩序。

口罩實名販售明天起將上路，民眾需持
健保卡到健保特約藥局購買，無特約藥局的

偏鄉由衛生所代售。行政院實施購買口罩實
名制，明天起購買口罩比照慢性病處方簽，
民眾需到全國6000多家健保特約藥局、使用
健保卡插卡購買，沒有健保藥局的偏鄉，由
衛生所代售。民眾身分證字號末碼奇數於每
週一三五、身分證字號末碼偶數（包括0）
則於每週二四六購買，週日則不限。

實名制買口罩上路 高雄警要 「護罩」

（綜合報導）澎湖元宵節比農曆春節更熱鬧，淵源上百年歷
史的乞龜文化精采登場，絲毫不受肺炎疫情衝擊，延續傳統今年
馬公市鎖港北極殿及山水上帝廟上千萬元的黃金龜王大車拚仍是
最矚目焦點。

元宵節是澎湖最具特色的重要慶典，各地廟宇爭奇鬥艷鬧元
宵，宗教嘉年華熱鬧氣氛搶搶滾，澎湖縣政府積極打造 「西乞龜
」 文化，媲美 「東寒單」 、 「南蜂炮」 、 「北天燈」 。

2020年澎湖元宵乞龜趴趴GO一系列乞龜活動熱烈展開，6
日晚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19隊武轎陣頭踩街遶境
率先拉開序幕，另15間宮廟串聯應景推出庚子鼠年黃金紀念幣
擲筊乞求活動也造成大轟動。

各地廟宇使出渾身
解數搶人潮，赤崁龍德
宮的地方特產7000斤紫
菜 「黑金龜」 、龍門觀
音宮蟬聯全澎湖最大2萬
2000斤 「大米包龜」 、
南甲海靈殿巧思以青蔥
、蘿蔔、紅椒、鳳梨等
蔬果製作 「鮮果大福龜」 、石泉朱王廟3Ｄ動畫彩繪 「水晶玻璃
龜」 等，各寺廟分別推出各具特色的龜王，吸引民眾目光。

尤其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配合文澳祖師廟力邀在地藝術家

陳扶氣製作了 「玻璃綠蠵龜」 ，以環保意象收集了1萬2000多
個啤酒玻璃瓶、歷時近2個月堆砌完成了重達4噸的環保玻璃瓶
綠蠵龜，結合燈光、音效、電動的新視覺造型很吸睛，取意 「頭
大面四方、肚大聚財旺」 ，贏得澎湖鄉親激賞。

澎湖乞龜玻璃綠蠵龜好環保

（綜合報導）農委會與雲林縣麥寮鄉農
民合作，利用最先進的冷藏技術，將美生菜
保鮮期從20日延長至28日，讓原本侷限於
亞洲地區的外銷市場擴展至沙烏地阿拉伯，5
日舉行封櫃啟航儀式，宣示成功拓展外銷新
興市場。

「台灣萵苣啟航沙烏地阿拉伯」 記者會
5日在麥寮鄉舉行，由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立委劉建國、雲林縣政府農業處長魏勝德等
人共同主持，將1貨櫃20公噸的萵苣（美生
菜）封櫃直送沙烏地阿拉伯，將在沙國當地
通路上架販售。

陳吉仲表示，台灣蔬菜因含水量高，若
未能完善採收後處理流程，以及精確掌握冷
鏈關鍵技術，將影響農產品的到貨外觀、產

品品質、國外買主採購意願，農委會為了輔
導業者拓展中東與歐洲市場，研發系統性冷
鏈技術，成功開拓長途航程市場新契機。

麥寮鄉果菜生產合作社理事長郭進展表
示，為了拓展外銷市場，合作社與200多名
農民契作美生菜，總面績約350公頃，每年
產量約1200公噸，之前主要外銷日本、韓國
、大陸，如今藉由保鮮技術的突破外銷至沙
國，讓外銷市場更多元化。

雲林縣政府指出，雲林縣是台灣美生菜
最主要的產區，產量占全國8成以上，將最
新鮮的美生菜由產地封櫃直送，可增加更多
元的國內外銷售通路，未來希望透過農民、
政府、企業共構的新產銷模式，持續為雲林
農特產品爭取更多的訂單。

突破冷藏技術 雲林美生菜 外銷沙國

（綜合報導）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的
「優遊吧斯阿里山鄒族文化部落」 是董事長鄭虞坪
於88風災後為吸引青年返鄉就業而籌設，近來陸
客減少又碰上武漢肺炎，優遊吧斯團隊沒有喪氣，
著手改變，將表演減少，增設體驗活動，希望吸引
更多家庭、散客前來體驗鄒族文化。

「優遊吧斯」 位於樂野，海拔約1300公尺，
可遠眺玉山及彩虹峽谷，2009年88風災後，阿里
山各部落產業受到嚴重衝擊，鄭虞坪領希望重建部
落價值，並提供部落青年返鄉就業機會，也建立在
地農特產精緻化銷售平台，因而創立 「優遊吧斯阿
里山鄒族文化部落」 。

鄭虞坪說，這幾年大陸團客減少，雖造成衝擊
，但團隊沒有被打倒，幹部自動減薪，也沒有股東
退股，讓他相當感動；今年春節也開始調整營運模
式，減少演出並增加特色體驗活動，包括咖啡、茶
葉、小米、皮雕等在地特色DIY，參加過的客人都
稱讚不已。

目前優遊吧斯有56位員工，大多是鄒族在地
青年，今年還新組了一個 「藍色楓葉」 表演團體。
鄭虞坪說，沒有客人的時候，大家會一起整理環境
，或集思廣益，討論如何吸引客人；鄭也指出，近
年來東南亞及其他外國遊客增加，希望政府能幫忙
牽線，增加海外遊客到中南部旅遊的機會。

優遊吧斯部落 特色體驗吸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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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 上週五，
2020年2月7日，州眾議員吳元之將舉辦新聞
發布會，提供洞察近期公共健康問題和新穎的
冠狀病毒（2019-nCoV）。州眾議員吳元之
將與社區領袖來自西南管理區聯合主持，我們
將討論在冠狀病毒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免除

恐懼。我們鼓勵社商家出席，休斯敦衛生部宣
導可能冠狀病毒誤傳情況。我們將繼續幫助當
地的餐館和企業，以保護社會所有疾病。

新聞界的成員出席會議。
世衛組織：州眾議員吳元之（TX-137）
內容：冠狀病毒會議

WHERE：敦煌廣場， 9889百利大道B
棟，休斯敦，TX 77036

時間：星期五，二月，7日，2020年14:
00（CST）

州眾議員吳元之在休斯敦的敦煌廣場
招開新聞發怖會為冠狀病毒闢謠

光鹽社健康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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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我將推出我的簽名計畫
之一，雇用休斯頓青年（HHY）的第
五年。通過與私營部門和非營利性社
區合作，HHY為16-24歲的年輕人提
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休士頓是一個
機會之城。如果我們要建立一支強大
、充滿活力的工作力隊伍，我們必須
投資于我們的青年，我們現在必須這
樣做。

自從成為市長以來，我穩步地發
展了"雇傭休士頓青年"計畫。在我就
職之前，休士頓市提供了450個暑期
工作，但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2016 年，我們增加了超過 1，100 個
工作崗位。每年，從1 100人穩步增
加到5 000人，達到7 500人。2019
年，我制定了 10，000 個就業機會的
宏偉目標。我們超額完成了這一目標
，並提供了超過 11，400 個就業機會
。我們的成功來自公共和私營部門的
大力支援和協作。絕大多數工作來自
私營部門和非營利性社區，而地方政
府只有不到500個職位。HHY 的目標
是增加我們年輕人進入休斯頓充滿活
力的經濟和職業的機會，並為他們提
供一個變革性的"學習和學習"體驗。

2020 年，我最初向員工和社區
合作夥伴提出挑戰，要求他們提供 15
，000 個工作、實習和學徒機會，但
我無法停止思考休斯頓如何擁有大約
20，000 名幫派成員。 如果我們想要
一個安全的城市，我們必須接納年輕
人，以免負面影響引導他們走向錯誤
的方向，我們必須把幫派趕出去。因

此，我已把2020年的工作標準提高
到20，000個。對於 HHY 來說，今
年將是變革性的一年，因為我們將進
一步影響我們年輕人的生活，並繼續
建設休斯頓未來的員工隊伍。

HHY 將年輕人與導師、職業培訓
以及當地資源和支援聯繫起來。在各
種崗位上工作，年輕人會與職業教練
會面，學習如何完成面試，準備簡歷
，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按時上班，
完成工作職責。該計畫將他們置於一
個在競爭工作環境中取得成功並獲得
實際經驗的軌道。

他們也有機會賺錢，對於一些年
輕人來說，這是他們唯一能擁有的錢
。一些人會用它來支付個人開支，說
明他們的父母，或投入家庭開支，而
另一些人將節省未來的大學或日常生
活費用。無論他們的錢如何花、投資
或儲蓄，我們都在賦予青年收入、金
融知識和參與經濟的能力。

在最近的一次"雇傭休士頓青年"
的啟動儀式上，休士頓大學學生、前
實習生路易士•莫爾諾解釋了為什麼
這個專案對他很重要。諾諾在希拉姆

•克拉克長
大，他是墨
西哥移民的
兒 子 。
Moreno 說：
"雇傭休士頓

青年計畫提供了學習新技能的機會，
並為我的未來在工作力隊伍中更好地
做好準備。

"參加職業培訓的年輕人並不多。
我非常感謝特納市長，我想鼓勵其他
人今年申請這些職位。

像莫爾諾這樣的HHY大使是所以
我熱衷於建立這個專案的原因。我看
到它是如何通過建立他們的社會資本
和情感技能來改變他們的生活的。我
要求當地企業和非盈利組織為夏天雇
傭年輕人，並增加全年的機會。

如果沒有工作力解決方案、大休
斯頓夥伴關係、休斯頓西班牙裔商會
、麥當勞業主和經營者協會、聯合之
路、全國城市聯盟、LinkedIn、斯特
拉達的支援，該計畫就不會成功。教
育網路、JP Morgan Chase 基金會、
NRG Reliant 慈善基金會、金融賦權
城市、休斯頓市人力資源部、市長教
育辦公室等。我還要感謝和感謝像：
• 麥當勞承諾到 2020 年招聘 5，
000 名員工。
• HEB 自參與該計畫以來，每年夏

天都會雇傭 2，000 名或更多青年。
• 去年夏天，美國泳池雇傭了數百名
救生員到當地泳池工作。
• 學生保護協會，聘請青年在美國魚
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和其他機構從事
綠色職業工作。

從現在開始，雇主和年輕人可以
拜訪 www.HireHoustonYouth.org 開
始。公司也可以www.hirehoustony-
outh.org/donate向休士頓青年基金會
捐款。您也可以在 www.hirehous-
tonyouth.org/employer發佈您的工作
。根據大休士頓夥伴關係，休斯頓
35-40%的工作不需要大學學位，但
他們確實需要高中以外的技能和培訓
。GHP 正在與我的政府合作，以建立
一個強大的區域經濟，並增強通過建
立通往成功的道路，為所有年輕人提
供生活品質和機會。

雇用休斯頓青年申請程式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打開。請訪問
www.hirehoustonyouth.org/youth。

我們年輕人和休士頓員工的未來
岌岌可危。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為所有休士
頓青年增加獲得優質"賺錢和學習"的
機會。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更多資
訊 ， 請 隨 時 hirehoustony-
outh@houstontx.gov

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二月份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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