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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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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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犬展威斯敏斯特犬展
狗狗顏值爆燈主人賣力狗狗顏值爆燈主人賣力““陪跑陪跑””

美國紐約第美國紐約第144144屆威斯敏斯特犬展繼續舉行屆威斯敏斯特犬展繼續舉行。。威斯敏威斯敏
斯特犬展始於斯特犬展始於18771877年年，，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寵物犬比賽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寵物犬比賽
之壹之壹。。本屆比賽共有本屆比賽共有204204個犬種參加個犬種參加。。比賽分為比賽分為77個組別個組別
，，每組的冠軍犬將角逐犬展總冠軍每組的冠軍犬將角逐犬展總冠軍““最佳表演犬最佳表演犬”。”。

巨浪沖浪挑戰賽巨浪沖浪挑戰賽
男子浪中穿行驚險刺激男子浪中穿行驚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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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跨界產口罩 月底消毒液日產5萬瓶
綜合報導 據“比亞迪汽車”微信號消息，比

亞迪汽車公司將生產口罩和消毒液，並預計2月17

日前後量產出貨，至2月底口罩產能可達500萬只/

天，消毒液產能5萬瓶/天。

2月8日，“比亞迪汽車”微信號壹篇《共同

戰“疫”，比亞迪援產口罩和消毒液》引發網友關

註，文章稱，比亞迪將在2月17日前後預計量產出

貨口罩和消毒液(口罩產能本月底可達500萬只/天

，消毒液產能5萬瓶/天)，直至疫情緩解和消除。

與此同時，《比亞迪賣口罩了》pdf文件也在

網上流傳，文件內容顯示，口罩制造的法人公司為

比亞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最小起訂量為 5 箱

(10000個)起，2月17日開始從深圳發貨。快遞委托

順豐/ EMS快遞(省內2-3天，省外2-5天) 。

對於比亞迪汽車跨界造口罩壹事，網友紛紛

表示：“眾誌成城，共同抗擊疫情”“百折不撓

是中國人的精神”“希望這段時間快點過去，中

國加油”。

另據南方都市報消息，比亞迪有關人士向南都

記者表示，比亞迪生產的口罩目前還沒有下線產品

，產能正在爬坡之中，且目前並未開啟針對個人的

預售，“我們肯定是優先政府、醫院的訂單，而且

只接受百萬以上的預訂。”

各類公司跨界造口罩抗擊疫情

截至目前，據中新經緯客戶端不完全統計，已

經有上汽通用五菱、富士康、中國石化等多家公司

跨界造口罩抗擊疫情。

2月 5日，紙尿褲生產企業爹地寶貝宣布首

批70萬片口罩生產落地進入倒計時。次日，爹地

寶貝再次宣布規劃將口罩生產產能提速至日產140

萬片。

2月 6日，上汽通用五菱宣布，在廣西壯族

自治區、柳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采取聯合上

遊供應商通過改建生產線的方式生產口罩。按照

項目建設計劃，無塵車間由廣西建工集團負責改

建，將於本月內建成投入使用，共設置14條口罩

生產線，其中4條為N95口罩生產線，10條為壹

般醫用防護口罩生產線，日生產量預計達到170

萬個以上。

同日，富士康母公司工業富聯宣布，在集團龍

華園區首次導入口罩生產線，並於2月5日順利實

現試產，目前正在申請產品資質認證中。借助自身

在生產管理、市場協同、技術輸出等方面的能力與

優勢，打通原材料采購、設備制造、產品生產等全

產業鏈，從源頭增加醫用口罩的生產供應。相關產

能預計在2月底可達到日產200萬只。

2月8日，中國石化也宣布，截止到2月7日中

午，中國石化已與合作夥伴對接完成11條口罩生

產線，即將進入設備安裝程序。據初步估算，到2

月 10日，中國石化將助力新增口罩產能13萬片/

日，2月29日，實現新增產能至60萬片/日，3月10

日，實現新增產能至100萬片/日以上。

疫情廣泛影響農產品上遊
電商解圍使出十八般武藝

丹東草莓、三亞芒果、奉節臍橙、

泰興土雞蛋……日前，淘寶、京東、拼

多多等多個電商平臺上冒出不少價廉物

美的“產地直營特產”。疫情期間，許

多新鮮果蔬特產正在以比去年同期低得

多的價格在線銷售。

疫情影響下，壹邊是城市生鮮產

品供不應求，另壹邊是農產品滯銷陷

入困境。為解決疫情下突發的供需矛

盾，電商平臺或直播“連麥帶貨”，

或開通綠色通道，或專辟抗疫農貨專

區，使出“十八般武藝”，連接產銷

兩端。

疫情廣泛影響農產品上遊
海南部分農產品大面積滯銷！受

疫情影響，三亞芒果收購和銷售渠道

受阻，多達30萬斤。樂東黎族自治縣

的哈密瓜也遭遇跌價，當地瓜農有以

每斤 0.5 元的價格賣出了 10 萬斤哈密

瓜，但大量哈密瓜仍在地裏處於無人

接管的狀態。

“芒果屬於短保高損類應季水果，

20天左右不進行采摘就會造成不可逆的

損失。”京東生鮮方面表示，據初步統

計，三亞目前有上百戶芒農，滯銷囤積

的芒果壹旦進入損耗期，損失將以億元

計。

“我賣凍梨好多年了，受疫情影

響，線下的交易幾乎全停了。”吉林

松原的張振強表示。受疫情下高速封

路影響的還有丹東的草莓、運城的紅

富士蘋果、重慶奉節的臍橙等多地農

產品。

記者了解到，疫情下農產品滯銷，

主要是受到物流、人力等因素影響。

“此次滯銷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

往年有收購商在這個季節去農村收購，

但如今不來導致銷路受阻；有的是因為

當地物流受限，出現封路，使農產品運

不出去；還有的是因為過往的銷售通路

出現變化，有些銷售渠道暫停營業或經

營策略有變等。”京東生鮮負責人唐詣

深說。

“壹年之計在於春”，疫情所致的

滯銷，不僅影響農戶當下的收入，也打

亂了部分農產區的春耕生產計劃，對未

來壹年的農產品供給帶來了嚴峻考驗。

電商解圍使出十八般武藝
為了不讓農民的瓜果爛在地裏，各

大電商平臺使出“十八般武藝”，幫忙

賣貨。

“咱們家滯銷的沙瓤西紅柿產自山

東，當地晝夜溫差大，口感甘甜，能保

證48小時發順豐。”通過直播，來自煙

臺的壹位農民賣家得以直接跟買家介紹

農貨。近日，淘寶上線“吃貨助農”會

場， 淘寶平臺官方主播與山東、四川、

浙江等多地農民“連麥”，共同推介滯

銷的農產品。

2月10日，京東則宣布開通全國生

鮮產品綠色通道，專門提供冷鏈專項支

持，且優先派送。拼多多也於同日上線

專區，覆蓋來自400個農產區230多個貧

困縣的農產品，並補貼5億元保障特殊

時期農戶收入。

疫情期間消費者不出門采購，也讓

消費需求從線下大量轉移到了線上。淘

寶吃貨官方平臺表示，壹場直播下來，

煙臺西紅柿銷售了近1萬斤，黃瓜銷售

近1.5萬斤，草莓銷售近6000斤。3天時

間，僅“吃貨助農”頻道銷售農產品已

超過300萬斤。

拼多多方面也表示，“抗疫農貨”

專區上線首日，農產品訂單量就突破了

600萬單，遼寧丹東的草莓、山東煙臺

的蘋果、雲南建水的洋蔥、江蘇泰興的

農家土雞蛋等120多種農產品訂單量過

萬。

整合匹配資源成破局關鍵
“以往農產品上行，電商更多是做

銷售匹配。但此次疫情下，我們更要讓

各方資源接入到助農當中來。”唐詣深

表示，每個地區農產品滯銷的情況千差

萬別，能否根據當地情況整合匹配資源

成為破局關鍵。

“生鮮屬於非標品，我們會根據地

域、量級不同，選擇不同的渠道、模式

進行銷售。” 唐詣深說，如三亞等地能

直接將芒果打包成供消費者購買的包裝

，就考慮如何用物流盡快運出；有些地

區不能直接做電商銷售，就對接有能力

的商家在當地做運營、分點；還有的商

家能把大批貨送到北京，那就協調在北

京加工中心做二次分裝銷售。

記者了解到，疫情下的農產品產

銷對接，也要打通多個環節。拼多多

新農業農村研究院副院長狄拉克表示

，首先要對農產區尤其是貧困地區的

農產品庫存和質量狀況做梳理，將亟

須打通銷路的農產品“往前推”；其

次要協調各地政府部門，對此類農產

品開辟綠色通道；第三還要統籌物流

資源，確保新鮮的農產品能夠直達消

費者手中。

天貓生鮮行業專家福爍表示，電商

平臺“解圍”農產品滯銷，不等於將所

有滯銷品直接端到線上，“最要緊的是

給他們從采端、分揀端、包裝端整個打

通。”



BB44廣告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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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國民黨主席補選在即，黨員數暴增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2/10/2020 -2/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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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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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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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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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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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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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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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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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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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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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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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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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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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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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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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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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2月18日       Tuesday, February 18, 2020



BB66休城新聞
星期二       2020年2月18日       Tuesday, February 18, 2020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中期選舉提美國中期選舉提
前投票將於前投票將於22月月1818日星期二正式開鑼日星期二正式開鑼，，居民可以居民可以
提前投票提前投票，，33月月33日是選舉日日是選舉日，，德克薩斯州福遍郡德克薩斯州福遍郡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設有設有2424個投票站個投票站，，鼓勵華人鼓勵華人
積極投票積極投票，，行使自己的權利行使自己的權利。。大休斯頓地區著名大休斯頓地區著名
華裔律師華裔律師、、福遍郡第福遍郡第505505司法地區法院法官候選司法地區法院法官候選
人李中原先生人李中原先生（（Daniel Lee)Daniel Lee) 近幾個月連續不斷地近幾個月連續不斷地
走上街頭走上街頭，，和居民相互交流和居民相互交流，，不斷發表競選演說不斷發表競選演說，，向居向居
民提問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民提問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為競選福遍郡第為競選福遍郡第505505司法司法
地區法院的法官舉行拉選票活動地區法院的法官舉行拉選票活動。。

2月15日是提前選舉前的關鍵一天，李中原律師繼續在
福遍郡居民家中舉辦選舉招待會，向3月3日選舉日沖剌，
為選出公平、公正的華裔法官。

華裔本來就是美國少數族裔中的少數，根據以往的經驗
，擁有選舉資格同時又註冊選舉的華裔人數已經低之又低，
而註冊之後只有不到一半的華裔實際參與投票。因此，必須
動員華裔出來投票，行使華裔的正當權益。要達到華裔在美
國當家作主的目的，只有投票率才是硬道理，選出您信任的
、公平公正的華裔法官，為華裔服務！

李中原律師在致辭中指出，自己是福遍郡的一員感到非
常榮幸和自豪。他說：“您們去投票選我，我將成為德克薩
斯州福遍郡第505司法地區法院的下一位法官。我是該職位
上最有經驗的候選人，我利用自己在十幾年的法庭上所獲得
的技能和經驗，會對您的家庭生活產生積極影響，在涉及兒
童的案件中，我把確保兒童和家庭的安全放在重中之重。”

“自2007年成為律師以來，我已成為福遍郡及週邊城巿
家庭法庭上的每日辯護律師，我知道法律及其適用方式。”

“基於我在法院上的數千小時工作記錄以及我對法庭訴

訟人的個人理解，我相信我是最適合這份工作的人選。我將
是一個始終如一的司法機構，其工作重點是保護家庭，保護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保護我們國家的法律以及最重要的是保
護我們的孩子。”

“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信任，成為您在
505司法地區法院的下一個法官。”

李中原的父親李慶民（Steven Lee)提到，李中原從小就
愛說話、不怕鏡頭。由於自己以前就從政經商，李中原從小
耳濡目染之下也對法律產生興趣。李中原從小在學校就愛念
書、喜歡上課發問，連老師都怕他了。中學時，他甚至加入
了“辯論隊”，因此培養了好口才，不僅是許多活動的主席
，也是演講比賽高手。除法律專業外，李慶民說兒子自小就
培養了各種語言能力，除了在家講廣東話以外，小時候暑假
常常在中國度過，學習中文。此外還學了七、八年的西班牙
文，因此他精通中、英、粵、西語。大學畢業後，李中原考
上法學院，就讀期間卻頗受教授喜愛，常常被教授帶去出庭
觀摩。李中原畢業考取律師執照後，在休士頓一帶擔任刑事
案件律師已達13年。李慶民感嘆刑事律師的工作不易，因
為常牽涉到許多重大官司，兒子出門甚至必須帶兩把槍防身
。但也因為這份工作經驗，讓兒子對法庭事務瞭若指掌，鼓
勵兒子競選法官。

請福遍郡華人踴躍投票請福遍郡華人踴躍投票
選出公平公正的華裔法官李中原選出公平公正的華裔法官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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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對新型冠狀病毒對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的擔憂是最近持續影響美國乃至全球投資市場的重要因素疫情的擔憂是最近持續影響美國乃至全球投資市場的重要因素，，
不過經歷了最初的恐慌後不過經歷了最初的恐慌後，，市場在最近兩週持續走強市場在最近兩週持續走強。。上周美國上周美國
股市繼續上漲股市繼續上漲，，債券收益保持平穩債券收益保持平穩，， 說明投資者對市場保持謹說明投資者對市場保持謹
慎樂觀的態度慎樂觀的態度。。由於新冠病毒影響由於新冠病毒影響，，中國市場的消費和生產在第中國市場的消費和生產在第
一季度都大幅下滑一季度都大幅下滑，，預計會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在第一季度顯著放預計會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在第一季度顯著放

緩緩，，但病毒結束後消費和生產的恢復會促進全年經濟但病毒結束後消費和生產的恢復會促進全年經濟
的複蘇的複蘇。。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939829398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11%%，，年漲幅年漲幅33%%），），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3803380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66%%，，年漲幅年漲幅 44..66%%），），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97319731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22%%，，年漲幅年漲幅88..55%%）。）。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分析師認為，受疫情影響，未來幾個月投資市場的短

期震盪可能性會較之前加強，但全年市場的走勢預期還
是保持積極向上的。由於為了控制疫情，航空業、旅遊
業、國際商務、美企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等都會受到打
擊， 導緻美國經濟增長在本季度受到負面影響，GDP增
長在本季度預計會低於2%。但這並不會影響美國經濟今
年整體增長趨勢，也不會造成熊市出現，畢竟美國家庭

消費（佔經濟70%權重）目前受到的影響比較小。而此次疫情對新
興市場的打擊會比美國市場大許多。

從歷史上看， 突發事件對經濟的影響值得重視，但大多是暫時
的。以下歷史數據可以支撐這一觀點：

事件及發生時間 GDP當季增長 GDP後三季度增長 事件發生期
間的市場表現 事件發生後6個月的市場表現 事件發生後12個月的市
場表現

SARS（2003年一季度） 2.2% 5.1% -3.2% 18.8% 41%
極地旋渦（2014年一季度） -1.1% 4.3% -4.9% 8.5% 13.7%
油價暴跌（2015年四季度） 0.1% 2% -11% -1.7% 1．2%
總統大選（2016年4季度） 2% 2.6% -1.6% 13.8% 24.2%
前兩週投資市場的表現可以說是市場理性的反應，即廣大投資

者更看重經濟基本面而不是情緒性投資。但隨著疫情對經濟影響逐
漸明朗化，市場在未來幾個月出現波動的可能性增大。在過去6個
月，美股市場還沒有經歷過5%的跌幅，從10月開始漲幅更加高至
14.8%。而歷史上股市平均每年會有3次5%的下調。成長型的股票和
周期性行業（如科技公司）在過去一年業績顯著， 投資者很容易會
追加這類產品的投資，導致投資組合中各類資產的配置比例失調，
風險級別過高，不再符合最初設定的風險取向和投資策略。在市場
預計會有下行和波動的大環境下，需要適時審視自己的投資組合，
確保防禦性股票和固定收益類產品在投資中的比例合適。

報稅季已經到來，廣大民眾可以合理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的有稅
收優惠的投資產品。在2019報稅截止日之前，可以開設個人投資賬
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並往裡面存錢（50 歲以下可存
$6000，50歲以上可存$7000）。根據個人情況可選Traditional IRA(
降低 2019 年所得稅，未來取本金和投資收益時交稅)或 Roth IRA
（不降低2019年所得稅，未來取本金和投資收益時免稅），以達到
退休儲蓄+省稅+財富增值的目的。

網絡安全成戰爭武器網絡安全成戰爭武器
休斯頓能源業需高度關注休斯頓能源業需高度關注

（（本報訊本報訊 ））美國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產國美國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產國，，休斯敦是美休斯敦是美
國的能源心臟國的能源心臟，，有有1010個煉油廠個煉油廠，，每天生產超過每天生產超過250250萬桶石油萬桶石油。。加加
上數十家化工廠上數十家化工廠，，做為世界能源之都做為世界能源之都，，其行業地位舉足輕重其行業地位舉足輕重，，但但
是隨著近年來網絡安全問題浮出水面是隨著近年來網絡安全問題浮出水面，，休斯敦地區高度警惕成為休斯敦地區高度警惕成為
網絡犯罪分子攻擊的目標網絡犯罪分子攻擊的目標，，

該地區能源行業的安全問題備受關注該地區能源行業的安全問題備受關注，，特別是居住在特別是居住在BayBay--

towntown，，CrosbyCrosby和和 Deer ParkDeer Park等地方的居民尤其擔憂相關等地方的居民尤其擔憂相關
問題問題。。

一名當地居民表示一名當地居民表示：“：“我從四歲起我從四歲起，，就一直在德克就一直在德克
薩斯州東南部地區薩斯州東南部地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所在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所在地，，
我們非常敏感的意識到我們非常敏感的意識到，，網絡安全至關重要網絡安全至關重要，，特別是面特別是面
臨大規模爆炸或危及生命的有毒化學物質的釋放臨大規模爆炸或危及生命的有毒化學物質的釋放。。

儘管當地的城鎮設置了警報系統儘管當地的城鎮設置了警報系統，，以防任何工廠或以防任何工廠或
精煉廠出現問題精煉廠出現問題。。警報每星期三下午警報每星期三下午44點響起點響起，，但是當但是當
地還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評估地還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評估。。

網絡安全公司網絡安全公司PAS GlobalPAS Global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埃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埃
迪迪••哈比比哈比比（（Eddie HabibiEddie Habibi））說說：“：“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正在發生而且正在發生。”。”

石油和化學精煉是一個複雜的石油和化學精煉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過程多層次的過程，，存存
在著生產鏈的風險在著生產鏈的風險。。與其他行業一樣與其他行業一樣，，石油公司在石油公司在19901990
年代開始使用互聯網來連接其網絡並使其流程自動化年代開始使用互聯網來連接其網絡並使其流程自動化，，
從而使行業暴露在網絡攻擊的目標之下從而使行業暴露在網絡攻擊的目標之下。。

哈比比說哈比比說：“：“這些控制系統最初設計時並沒有考慮網絡安全這些控制系統最初設計時並沒有考慮網絡安全
。”。”

根據根據HabibiHabibi的說法的說法，，工業網絡攻擊主要來自三個黑客機構工業網絡攻擊主要來自三個黑客機構：：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對能源公司進行妖魔化並損害其聲譽的黑客主義對能源公司進行妖魔化並損害其聲譽的黑客主義

者者；；

軟件攻擊勒索者軟件攻擊勒索者，，控制公司的運營控制公司的運營，，直到支付了贖金為止直到支付了贖金為止；；
以國家背景支持的計算機科學家駭客大軍以國家背景支持的計算機科學家駭客大軍，，他們不斷尋找行他們不斷尋找行

業暴露的弱點業暴露的弱點，，並隨時準備進攻並隨時準備進攻。。
專家稱專家稱：“：“以國家背景支持的計算機科學家駭客大軍攻擊另以國家背景支持的計算機科學家駭客大軍攻擊另

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並不是空穴來風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幻影也不是神話不是幻影也不是神話，，
這是事實這是事實。”。” ““網絡安全已經被被視為戰爭武器網絡安全已經被被視為戰爭武器。”。”

（本報記者黃梅子）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從今
天起拉開帷幕，2020年3月3日初選的提前投票
將於2月18日開始並於2月28日結束。
2020 年的總統大選，各黨派競爭日趨激烈，其
中共和黨的特朗普能否連任，民主黨的拜登和沃
倫能否挑戰成功等受到各界廣泛關註。
美國總統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選舉制度復雜且
過程漫長，主要程序包括：
第一個階段是預選階段。從2020年2月18日開始
到年中結束，預選有兩種形式，分別是政黨基層
會議和直接預選。前者指兩黨在各州自下而上，

從選舉點、縣、選區到州逐級召開代表會議，最
終選出本黨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後者指一
個州的兩黨選民在同一天到投票站投票選出本黨
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第二階段是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階段。兩黨分別
在7、8月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要任務是
最終確定本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並討論通過
總統競選綱領。
第三階段是總統候選人競選階段。全國代表大會
後，總統競選活動正式開始，持續8至9周，兩
黨總統候選人將耗費巨資，穿梭於全國各地，進

行廣告大戰、發表競選演說、會見選民、召開記
者招待會以及進行公開辯論，候選人將通過多種
形式闡述對國內外事務的政策主張，贏得選民信
任，爭取選票。

第四階段是全國選民投票選出總統“選舉人”階
段。全國選民投票在11月的第2個星期二舉行，
通常這一天被稱為總統大選日。所有美國選民到
指定地點進行投票，在兩個總統候選人之間作出
選擇，一個總統候選人在一個州的選舉中獲得多
數取勝，擁有這個州的全部總統選舉人票，這就
是全州統選制。同時各州選民需要選出各州總統

選舉人，當選的選舉人必須宣誓在選舉人團投票
時把票投給在該州獲勝的候選人。
第五階段是選舉團投票表決正式選總統階段。選
舉人票的數量體現州權平等原則，每個州都在國
會有2名參議員和至少1名眾議員，所以任何州
都至少有3票，人口多的州眾議員人數多，選舉
人票數也就多（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的選
舉人票多達55張，而人口較少的阿拉斯加等州只
有3張選舉人票）。美國國會有100名參議員、
435名眾議員，加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3票
，總統選舉人票總共為538票。12月的第3個星
期一，總統選舉人會前往各州首府按該州選民意
願投票，一位候選人贏得的選舉人票超過總數的
一半（270張），即當選總統。
第六階段是當選總統就職典禮階段。2021年1月
20日新總統宣誓就職，就職典禮是美國總統選舉
的最後一道程序。
每次的總統競選，不管是從競選人還是選民這兩
個角度來分析，“中國話題”已經不可避免地成
為美國大選的討論熱點。今年我們將拭目以待，
誰能打好“中國”這張牌，誰將能在明年入主白
宮？

20202020美國總統選舉今天拉開初選帷幕美國總統選舉今天拉開初選帷幕！！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美國前副總統拜登

不要只蒙頭賺錢不要只蒙頭賺錢，，
華裔選民應重視手中神聖一票華裔選民應重視手中神聖一票！！

（本報記者黃梅子）走遍世界各地，只要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生根開花。華人可謂是世界
上最勤勞的民族，華人的優點是腦子聰明、能吃

苦，但是卻太過內向，只管
蒙頭賺錢，卻不敢發聲維護
自己的權益，所以，在美國
華裔是最被忽略的群體。華
人經過150年的艱辛歷程走
到今天，現在大批華人入了
美國籍，實現了他們的美國
夢。然而, 很多華裔即使入
了美國籍, 政治依然是我們
不敢或不願觸及的領域， 這
直接表現在華裔投票率低上
。

參與政治，一種方法是積
極地投票，表達對政府決策
的意見。第二種方法，公民
也可以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
，競選各級議員。華人要改

變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要從投票開始！華人選
民請在3月3日初選的提前投票開始之前，確認

自己是否完成選民登記，這樣就可以確保投票時
盡快辦完註冊手續。

2020年3月3日初選的提前投票將於今天2
月18日開始至2月28日結束。

如果沒有來得及在
2月 18-28日提前投票
，可以在3月3日初選
，記住一定要在 2020
年 4 月 27 日之前完成
登記，以便在 5 月 26
日的兩輪決選時參與投
票。

根據德州法律規定
，合格選民必須在投票
前30日內完成登記。

如需查詢選民登記
信息，請瀏覽稅務辦公
室 的 網 站 www.hctax.
net 或 撥 打

713-274-VOTE(8683)。選民協助服務將以英語、
西班牙語、越南語和漢語的形式提供。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裔選民們，請為了自己和
子孫後代的權益投下自己手中神聖的一票！

美國現任總統川普美國現任總統川普

華裔總統競選人楊安澤已經宣布退選華裔總統競選人楊安澤已經宣布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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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導致愈數萬人感
染，三百多人死亡。 主要感染地是中國
，主要感染者是華人。 同濟大學科學家
前幾天發表學術文章指出， 冠狀病毒易
感染人群是亞裔， 尤其是亞裔男性，
因為他們的ACE2 表達細胞比率遠高於
白人和非裔 ， 是最容易讓冠狀病毒侵
入的人群。 可以說， 白種人、非裔和
其他 人種感染這種病毒的可能性遠遠小
於亞裔， 與2003年非典感染情況相似

。
最近， 上到總統特朗普， 下至地方

疾病防疫部門官員， 紛紛發
言安撫社區居民， 宣稱美國已經對冠狀
病毒傳播有所控制， 美國大面積傳播的
可能性很小。 然而， 美國境內感染冠
狀病毒的人數在逐日增加，截止2月2
日已經確診11例，加州，芝加哥、西
雅圖、亞利桑那、波士頓等地都有。 2
月2日傳出消息， 紐約市發現第二例疑
似病例。

所謂“美國大面積傳播的可能性很
小“可以解讀為在白人、非裔、其他族
裔社區大範圍爆發的可能性小， 但，最
易感染人群且與中國密切往來的華裔社
區呢？

根據2017年統計數據，美國華人
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5%。 2010年人口
普查顯示，美國華人約380萬人。 加上
短期旅遊、訪學和沒有參與人口普查登
記的華人， 現在的人口應該有4、5百
萬。2012年數據表明， 華裔人口集中
的城市主要有：紐約73萬， 洛杉磯52
萬，舊金山46萬，聖荷西16萬， 波士
頓13萬，芝加哥10萬，華盛頓10萬
， 西雅圖9.8萬，休斯頓8.6萬等。

華裔聚集區裏， 1月份以後從武漢
或湖北來美的概率很大， 今後一段時間
， 以上這些城市不出現冠狀病毒肺炎病
例的可能性小於其他美國華人聚集的地
方。“與中國交通聯系密切的海外大城
市也可能成為疫情爆發的中心，除非立
即在人口和個人兩個層面實施大規模的

公共衛生幹預措施。”春節期間， 回國
過年的多數是在校學生、自由職業者、
已經退休、以及持有美國綠卡但經常回
國的人， 同時， 也有一批借著假期，
從中國來美國旅遊購物的人。這些人中
到過武漢或湖北， 或接觸過武漢或湖北
人的應該有一定比例， 因此有潛在感染
風險。

由於目前所知冠狀病毒除了飛沫傳
染，還有接觸、糞-口傳播途徑， 傳播
性大大高於非典病毒， 不經意間就有可
能感染。從已知病例看， 有人到過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有人沒有接近過這個市
場，有人沒有與湖北人接觸的歷史，這
些案例說明這種病毒的傳播防不勝防。

2月3日，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發現，一名確診患者家中門把手上發
現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核酸。冠狀病毒已
經隨著病毒攜帶者所到之處留下可惡的
印記。

美國政府宣布，入境管制在2月2
號5點生效。 過去 2周到過湖北的人，
強制隔離14天，從中國其他地方回美
的人要自行在家隔離14天。 將要發布
入境限制令消息已經在1月28日放出
， 自1月28日到2月2日入境限制令生
效，正如武漢封城前後500萬人離開武
漢一樣， 有多少人突擊從中國回到美國
？ 其中多少人到過武漢？春節過後，
一大批開課的學生和休假結束的人回來
，他們有沒有自我隔離14天？

“大量癥狀前病例擴散和缺乏大規
模公共衛生幹預措施
，全球主要城市的獨
立自持爆發可能無法
避免。“

香港大學的 Jo-
seph Wu 教授說：
“因為癥狀出現前
（pre-symptomatic
）病例大量擴散，與
中國交通聯系密切的
海外大城市也有可能
成為疫情爆發的中心
，除非立即在人群和
個人兩個層面實施重
大的公共衛生幹預。
”

在微信群裏， 有人不斷辟謠， 說
““紐約市政府已經發表幾次聲明了，
紐約沒有疑似病例。“戴口罩是“把我
們自己的社區弄成重災區的感覺？”，
呼籲“摘下口罩”。 大災之下， 這麼
容易獨善其身嗎？ 目前中國 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有感染病例。新冠
病毒R0值即病毒感染後的基本繁殖量
，目前在2-2.5之間， 高於季節性流感
（約1.3）。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兼
營養學家埃裏克•費格丁博士（Dr. Er-
ic Feigl-Ding）稱，疫情是熱核武級別
的瘟疫，是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他預
測，疫情將於2月4日再擴大，接下來
兩周內，感染會增加到6位數並傳遍全
球。

當然， 美國人少地大，公共交通
少， 人與人的接觸頻率和可能性遠遠小
於中國。新型冠狀病毒在美國的傳播範
圍與感染人數肯定小於中國。 美國政府
和CDC不斷宣稱, 新冠病毒不會在美國
大範圍傳播， 一般美國人對此沒有很強
的防範心理， 也沒有很多人采取防護措
施。可是華人聚集區是否安全？ 華人聚
會、聚餐仍然在發生。

在此， 呼籲在美華人， 提高防護
意識，僅靠美國政府和CDC的宣傳來
追蹤、判斷疫情在美國的傳播是有局限
性的， 建議多關註中國疫情發展和案例
，以及中國外疾病專家對疫情的分析預
測， 做出自己的判斷。強烈呼籲，今年
1月中旬以後從中國來美的人自我隔離
14天，當下， 最要緊的是做好防護，
避免被傳染， 更小心不要在不知情的情
況下做病毒攜帶者傳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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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ealth-em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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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iqizhixin.com/articles/
2020-01-27

https://disrn.com/news/harvard-ep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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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美國華人眾多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美國華人眾多大
城市的華人聚集區爆發是大概率事件城市的華人聚集區爆發是大概率事件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舉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舉
行行20202020新春祈福會新春祈福會

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黃濟恩發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黃濟恩發
放福慧紅包給善信放福慧紅包給善信

慈濟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黃濟恩頒發獎牌給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黃濟恩頒發獎牌給
救災有功單位負責人救災有功單位負責人

慈濟志工手語隊以恭敬心感恩會眾這一慈濟志工手語隊以恭敬心感恩會眾這一
年來的付出年來的付出

新的一年大家共聚善念新的一年大家共聚善念，，祈願天下無祈願天下無
災災，，凈化人心凈化人心，，社會祥和社會祥和

慈濟志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慈濟志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

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到靜思堂祈福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到靜思堂祈福

高僧播清淨種子慈悲喜捨高僧播清淨種子慈悲喜捨，，如春天如春天
和風和風，，讓佛性甦醒讓佛性甦醒

梁慎平梁慎平,,譚秋晴夫婦譚秋晴夫婦,,陳奕芳陳奕芳,,黃濟恩黃濟恩,,陳家彥夫婦陳家彥夫婦,,
王敦正王敦正,,林飛虎林飛虎,,楊淑雅楊淑雅,,張嘉華共聚善念張嘉華共聚善念

楊容清楊容清,,梁慎平梁慎平,,陳奕芳陳奕芳,,陳元憲陳元憲,,陳玉山陳玉山,,張世張世
勳勳,,譚秋晴夫婦譚秋晴夫婦,,邱嘉雯等慈濟靜思堂祈福邱嘉雯等慈濟靜思堂祈福

竹筒歲月傳大愛竹筒歲月傳大愛 十萬善念齊匯聚十萬善念齊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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