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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男子在奧地利男子在100100米深洞穴中滑雪米深洞穴中滑雪
畫面驚險如電影大片畫面驚險如電影大片

奧地利提洛爾奧地利提洛爾，，攝影師克裏斯托夫攝影師克裏斯托夫··喬達喬達（（Christoph JordaChristoph Jorda））拍攝拍攝
壹男子在壹男子在100100米深洞穴中滑雪的照片米深洞穴中滑雪的照片，，畫面驚險刺激宛如電影大片畫面驚險刺激宛如電影大片。。

巴西聖保羅街頭狂歡壹瞥巴西聖保羅街頭狂歡壹瞥 人山人海熱鬧非凡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印尼小象被困陷阱腿部受傷印尼小象被困陷阱腿部受傷
獲救後有了獲救後有了““新媽媽新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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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力度再升級
中小微企業迎及時雨

中國人民銀行召開電視電話會議，

部署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工作

。會議強調，央行系統要把再貸款再貼

現快速精準落實到位，為企業有序復工

復產提供低成本、普惠性的資金支持，

切實解決企業復工復產面臨的債務償還

、資金周轉和擴大融資等迫切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可以預期的是，在

增加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等更多支持政策加

碼後，中小微企業將增強渡過難關、應

對風險的能力。

增加優惠資金來源
會議表示，在前期已經設立3000億

元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的基礎上，增加

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5000億元，同時

，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

分點至2.5%。其中，支農、支小再貸款

額度分別為1000億元、3000億元，再貼

現額度1000億元。2020年6月底前，對

地方法人銀行新發放不高於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LPR）加50個基點的普惠型小

微企業貸款，允許等額申請再貸款資金。

會議強調，再貸款再貼現資金要向

重點領域、行業和地區傾斜，在現有支

持領域基礎上，重點支持復工復產、脫

貧攻堅、春耕備耕、禽畜養殖、外貿行

業等資金需求，並加大對受疫情影響較

大的旅遊娛樂、住宿餐飲、交通運輸等

行業，以及對防疫重點地區的支持力度。

“通過增加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

並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可直接

增加中小銀行低成本資金來源，提高中

小銀行對中小微企業信貸投放能力。”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此前表

示，要支持商業銀行有足夠的對中小微

企業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除普惠金融

定向降準、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

這些貨幣政策工具要加大力度外，還要

加大中小微企業金融專項債券的發行力

度，讓商業銀行有充足的優惠資金來源。

預計金融機構將加快發行小微金融

債節奏。北京銀行2020年度抗疫主題小

微金融債日前成功獲批，成為全國首單

獲批的抗疫主題小微金融債。長沙銀行

表示，於25日至27日發行15億元小型

微型企業貸款專項金融債券。

此外，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

鋒日前透露，銀保監會正會同央行研究增加

支小再貸款和小微企業金融專項債額度。

完善金融支持方式
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支持力度，也需發

揮國有大行“頭雁”作用。國務院常務會議

日前強調，國有大型銀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

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增速要力爭不低於30%。

政策性銀行將增加3500億元專項信貸額度

，以優惠利率向民營、中小微企業發放。

銀保監會大型銀行部主任王大慶介

紹，六家大型銀行對醫療物資類重點企

業的信貸支持累計已投放672億元，對

應對疫情的生活物資保障類企業累計發

放貸款754億元。

農業銀行在近日出臺的專項措施中

明確單列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計劃，足

額匹配和保障信貸規模。在確保完成

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目標計劃基

礎上加強首貸戶貸款、制造業貸款、中

長期貸款、信用貸款投放，更加積極進

取地推動小微企業信貸投放有效增長。

從政策性銀行看，國家開發銀行日前

設立專項流動資金貸款，支持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企業盡快復工復產，全力穩企業

、穩經濟、穩發展。專項貸款人民幣總體

額度1300億元，外匯總體額度50億美元

，並根據復工復產總體安排、實際進展和

資金需求動態調整。截至2月20日，專項

貸款發放已達699億元人民幣。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日前

主持召開的行長辦公會議要求，針對企

業復工復產面臨的債務償還、資金周轉

和擴大融資等迫切問題，下壹步要會同

有關部門，創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推

動金融機構為防疫重點地區單列信貸規

模，為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民營和

小微企業提供專項信貸額度。

政策力度大見效快
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吉昱華

25日介紹，截至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

為抗擊疫情提供信貸超過7900億元。

從銀行角度看，中國證券報記者獲

悉，當前光大銀行已為醫藥衛生、醫療

器材、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及疫情防控相

關行業配置專項信貸規模200億元，其

中50億元用於武漢地區，執行最優信貸

價格。同時，對醫療衛生保障和生活物

資保障類行業加大授信支持，目前表內

外授信金額 444.02 億元，實際投放

270.78億元。為受疫情影響較重的住宿

餐飲、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行業發放

貸款已達156億元。

農業銀行則上下聯動，逐戶對接央

行發布的全國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累計

合作201戶，貸款余額180億元。除央行

發布的重點企業名單外，鼓勵支持各分

行積極對接地方政府確定的省市級防疫

重點企業，累計為1099家疫情防控相關

企業發放貸款合計262億元。

另外，國務院常務會議此前強調，

鼓勵金融機構根據企業申請，對符合條

件、流動性遇到暫時困難的中小微企業

包括個體工商戶貸款本金，給予臨時性

延期償還安排，付息可延期到6月30日

，並免收罰息。

車市“抗疫自救”關鍵詞：“無接觸式”安全購車
綜合報導 “2020年1月，全國乘用車市場零售

169.9 萬輛，同比 2019年 1月下降 21.5%。這是自

2005年我們零售統計以來的最低增速。此外，1月零

售環比去年12月下降了20.8%，這個下降幅度也是

歷年來最大的。”近日，在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

席會月度研討會上，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介紹說。

從去年開始，由於全球車市遇冷，中國汽車市場

的銷量表現欠佳。今年開年第壹個月，跌幅同比、環

比均超過20%，更是讓中國車市蒙上了壹層陰影。在

崔東樹看來，市場低迷壹方面是承載了去年車市“慣

性”，另壹方面則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今年春節比較早，春節前的有效銷售時間僅

為20天。理論上這會給零售帶來同比30%左右的損

失。不過通常情況下，經銷商的訂單結轉能緩解壹

部分年初的銷量壓力。”崔東樹解釋說，“但由於

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春節期間的經銷商零售基本

停止，因此1月的零售增速遠低於預期。”

1月各個細分市場的統計數據則更加直觀地反

映出這次“寒冬+疫情”雙重不利條件下，中國汽

車市場發展面臨的巨大困難和挑戰。

其中，SUV零售同比下降17.1%，轎車零售同

比下降23.7.%。除了豪華品牌同比銷量小幅增長外

，主流合資品牌同比下降18%，自主品牌同比下降

達到了32%。而在去年12月強勢回暖的新能源車，

在1月銷量僅有4.3萬輛，同比下跌了50%。

知名信息科技公司威爾森發布的《車市戰“疫”策

略分析報告》顯示，此次疫情“重災區”在湖北、浙江

、河南、廣州等地，因此以往在這些地區銷量好的汽車

品牌會因疫情原因，受到較大影響。日系品牌、豪華品

牌將受到全面挑戰，部分自主品牌也將面臨不小挑戰。

“此次疫情影響汽車市場的時間之長，範圍之廣，

是近些年都非常罕見的。”汽車行業分析師劉誌超表示

，從1月的產銷數據可以看出，車市銷量非常慘淡，

“更重要的是，汽車企業上半年的新車規劃基本都要延

後推遲，這會對汽車市場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他的這番分析得到了市場的印證。2月17日，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汽車行業分會等四大主辦

方聯合發表聲明稱，原定於2020年4月21至4月30

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老展館舉辦的2020

(第十六屆)北京國際汽車展覽會(AUTO CHINA 2020)

延期舉行，延期調整後的具體時間將另行通知。

聲明指出，根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北京

市人民政府已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壹級響應機

制。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實保障參展商和觀眾的

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屆北京車展延期舉行。

“中國汽車市場已經持續下滑兩年，今年多家

汽車機構都預測，車市銷量將出現小幅下跌甚至是

增長。”劉誌超分析說，壹些原本不打算參展的車

企，都決定將抓住今年北京國際車展的東風，帶來

多款重磅車型。“很可惜計劃趕不上變化，因此車

市上半年很難出現高光或者亮點了。”

車市銷量“跌跌不休”，新車計劃短期無望，突發

的疫情給本就不樂觀的車市又披上了壹層黑色面紗。那

麼，疫情之下車市自救的“關鍵詞”會是什麼？

“我認為‘線上’將成為近段時間車市銷售端

的關鍵詞。”崔東樹說。疫情暴發以來，包括長安

福特、長城、名爵等品牌都采用了線上發布，線上

營銷等新手段。這些線上看車、在線購車、送車上

門等全新“無接觸式”的安全購車體驗，讓那些有

用車需求的消費者足不出戶，就能實現購車計劃。

在劉誌超看來，“讀懂需求”則是車企急需盡

快發力的重點。

他表示，雖然疫情對短期車市銷量有較大影響，

但是在壹定程度上，疫情暴發導致公共交通暫時停止

運營，可能會加大對私家車的剛需，推動無車用戶購

買車輛。“因此，只有現在在寒冬讀懂需求後，車企

才能在疫情結束的購車回暖期快速占據市場。”

“2月以來，汽車產業鏈幾乎處於全面的停頓

狀態。2月上旬零售量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

我預計2月車市銷量同比、環比跌幅都將超過30%

。”崔東樹呼籲稱，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車企想

辦法“讓自己活下去”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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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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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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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又爆內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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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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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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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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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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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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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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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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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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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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2月月
2828 日 週 五日 週 五 ，， 美 國美 國 NBCNBC、、 CNNCNN 和和
《《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同時報道同時報道，，美國加美國加
州出現第二例感染途徑不明的新冠州出現第二例感染途徑不明的新冠
病毒肺炎確診患者病毒肺炎確診患者，，這意味著病毒這意味著病毒
正在加州擴散正在加州擴散。。

今天這名確診患者是來自聖克拉
拉 郡 的 一 名 65 歲 老 人 ， 目 前 在 El
Camino 醫院就診，沒有到疫情重災區
旅行史，也沒有接觸過已知的新冠肺
炎病例。最初該患者因為呼吸相關的
疾病入院，最後接受傳染病醫生建議
做了新冠狀病毒測試。

據NBC消息，聖克拉拉郡公共衛
生局局長薩拉·科迪博士說：“這一新
病例表明有社區傳播的證據，但程度
仍不清楚。” “我知道聽到這個消息
可能會令人擔憂，但這就是我們一直
在做的準備。現在我們需要開始採取
其他行動來減緩疾病的傳播。

郡官員說，這個案子表明現病毒
改變路線了，迄今為止採取的公共衛
生措施，例如隔離，追蹤和旅行限制
，已經幫助減緩了疾病的傳播，並將繼續
下去，追蹤被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也將如
此。郡公共衛生實驗室具有測試的能力，
可以迅速評估我們社區中正在發生的疫情
。

這也是聖克拉拉郡第叁例新型冠狀病
毒病，1月31日該郡宣布了第一起案件，
一名從中國返回當地的男子染病，但他並
不需要入院治療，只在家中隔離和治療，
2月20日宣布完全康複。

聖克拉拉郡的第二起案件是一名從中
國旅行回來的婦女，在該縣探親。她於2
月2日被確認感染，但不需要住院治療，
並且狀況良好。縣官員週五說，她仍受到
觀察，在家隔離。

聖何塞市市長山姆·利卡多說：“我
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好準備，並
保持警惕，與醫學和公共衛生專家的最佳
建議相一致。現在不是驚慌失措或傳播謠
言的時候。”

郡官員週五說學校要做好關閉的準備

，並加強清潔，企業也要做好員工在家工
作的準備。

從目前情況，新冠狀病毒正在北加州
兩個不同的社區群體傳播，衛生官員建議
居民遵守標準的衛生措施，以避免感染，
例如避免於生病的人密切接觸，定期洗手
以及避免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El Camino 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
護士說：“我們位於世界上最富有的矽谷
，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醫院的工作
人員感到非常沮喪，並擔心缺乏可用的測
試和預防裝備，諸如N95防毒口罩等防護
裝備，該醫院的幾名醫生和急診室工作人
員已被隔離。

另據《國會山》網站報道，加州州長
加文.紐瑟姆週四(2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宣
布，該州有33人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陽
性，官員們正在監測超過8400人的新冠肺
炎感染狀況。紐瑟姆表示，5名新冠病毒
檢測呈陽性的患者已經搬離該州，其中包
含一名感染途徑不明的患者。美國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達到63例。

加州確診第二例未知來源新冠病例加州確診第二例未知來源新冠病例
部分醫生護士隔離部分醫生護士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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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財經回顧上週財經回顧
（（22//2424--22//2828）：）：美國股市上周經歷了十年來最大幅度的跳水美國股市上周經歷了十年來最大幅度的跳水，，
標普標普500500指數自指數自20182018年以來首次出現年以來首次出現1010%%的回調的回調。。由于冠狀病毒由于冠狀病毒
在全球範圍的迅速傳播和美國案例的逐步增加在全球範圍的迅速傳播和美國案例的逐步增加，，廣大投資者對此廣大投資者對此
新型病毒的恐慌加劇新型病毒的恐慌加劇，，導致避險情緒上揚和大量恐慌性拋售股票導致避險情緒上揚和大量恐慌性拋售股票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前幾週受疫情影響生產停滯前幾週受疫情影響生產停滯，，
導致了全球供貨不足導致了全球供貨不足，，很多公司不得不下調一季度的很多公司不得不下調一季度的
經營預期經營預期，，進一步促使了市場對今年全球經濟的擔憂進一步促使了市場對今年全球經濟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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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025410點點（（週跌週跌
幅幅 1212..44%%，，年跌幅年跌幅 1111%%），），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29542954 點點
（（週跌幅週跌幅1111..55%%，，年跌幅年跌幅88..66%%），），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85678567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010..55%%，，年跌幅年跌幅44..55%%）。）。債券作為避險投債券作為避險投
資產品價格升高資產品價格升高，，年漲幅近年漲幅近33%%。。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截止上週，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案例突破84000個。和

之前不同的是，上週開始大家對疫情的關注從中國轉向
了其他國家，上週四的數據顯示中國以外的新增案例數

量已經超過了中國案例數量。目前已有52個國家出現冠狀病毒感染
者，截止上週五，中國之外感染最多的國家包括韓國 (2337)、意大
利(647)、 伊朗(245) 、日本 (210)。各國政府採取行動，控制病毒傳
播，如取消公共聚會、限制交通、關閉學校等。這些措施在短期內
都會對經濟有負面影響，因為這些政策人為的限制了影響經濟活動
的兩方面—供應和需求。供應方面，生產活動停滯或規模減少。需

求方面，民眾和企業的正常消費需求（如餐飲、出行、娛樂等）被
限制。美國雖然目前僅有59例病例，但對疫情防範的突然升級讓大
家措手不及，造成了市場恐慌。

在1月中疫情在中國突發之前，全球經濟處於良好增長勢頭，
中美貿易談判取得喜人進展，中東局勢也趨於緩和。美國核心經濟
基本面指標都處於健康水準。雖然疫情的突發會很大可能降低第一
季度的企業盈利和經濟數據，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中國方面已傳
來利好消息，確診病例逐日減少，治愈病例逐日遞增，生產活動逐
步恢復，供應情況有所好轉，中國政府最近降息以拉動經濟增長，
恢復正常市場供需。中國積攢的防疫經驗和刺激經濟政策可供他國
有效借鑒，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對民眾健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由於疫情在中國以外還是新現象，市場還需調整適應期，接下
來幾週的波動不可避免。對於市場不確定性，長期投資者在此時要
更清醒的了解到投資中哪些因素是自己可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
選擇合適搭配的投資組合、多樣化的產品分佈、高質量的產品是可
控的因素，而影響市場的突發事件是不可控的因素。我們不僅要主
動管理好可控因素，同時也不能被動應對不可控因素。在市場下調
時，做出情緒化的跟風賣出決定貌似是在避免風險，但實際上是在
增加風險，無法達到最初設定的投資回報和目標。

休大降低免學費標準休大降低免學費標準
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實施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實施
（（本報訊本報訊 ）（）（本報訊本報訊））休斯頓大學日前宣布休斯頓大學日前宣布，，

學校正在擴大一項學費補助計劃學校正在擴大一項學費補助計劃，，該計劃規定從該計劃規定從
20202020 年秋季學期開始年秋季學期開始，，將允許家庭年收入低於將允許家庭年收入低於 6565,,
000000美元的學生可以獲得免費學費美元的學生可以獲得免費學費。。

休斯頓大學宣布休斯頓大學宣布：“：“從今年秋季學區開始從今年秋季學區開始，，符符
合規定的新生合規定的新生，，大學學費和強制性費都將將由助學大學學費和強制性費都將將由助學
金項目和其他來源支付金項目和其他來源支付，，這些新生的家庭總收入不這些新生的家庭總收入不
超過超過6565,,000000美元美元。。此次休大將此次休大將（（Cougar PromisCougar Promis ））助助
學計劃的收入門檻提高了學計劃的收入門檻提高了1515,,000000美元美元，”，”

校方在新聞稿宣布此舉是為了讓更多有經濟需校方在新聞稿宣布此舉是為了讓更多有經濟需
要的學生獲得資助要的學生獲得資助，，同時同時，，助學項目還包括來自家助學項目還包括來自家
庭的合格新生庭的合格新生，，年調整後家庭總收入在年調整後家庭總收入在6565,,001001美元美元
至至125125,,000000美元之間美元之間，，仍將有資格獲得每年仍將有資格獲得每年500500美元美元
至至22,,000000美元的學費補助美元的學費補助。。 ””

休斯頓大學的這項助學計劃休斯頓大學的這項助學計劃 Cougar PromiseCougar Promise 創創
建於建於20082008年年，，是學校致力於確保其學生可以接受大是學校致力於確保其學生可以接受大
學教育的承諾學教育的承諾。。並提出擁有您的夢想並提出擁有您的夢想，，並在休大有並在休大有
各種夢想成真的可能各種夢想成真的可能！！這個項目目前僅幫助家庭收這個項目目前僅幫助家庭收
入不超過入不超過5050,,000000美元的人美元的人。。而而 20082008年年，，只有家庭收只有家庭收
入不超過入不超過$$ 3030,,000000的學生才有資格獲得資助的學生才有資格獲得資助。。
休大系統董事局主席休大系統董事局主席Tilman FertittaTilman Fertitta表示表示：“：“不同家不同家

庭的收入水平不應該是限制學生獲得大學學位的障庭的收入水平不應該是限制學生獲得大學學位的障
礙礙，，我們需要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有才能的人我們需要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有才能的人，，
因此我很高興能為最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援助因此我很高興能為最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援助。”。”

此外此外，，為了符合條件為了符合條件，，學生必須是新入學的新學生必須是新入學的新
生並滿足其他相關要求生並滿足其他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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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地僑界心系祖國美國各地僑界心系祖國，，
眾誌成城抗擊疫情眾誌成城抗擊疫情！！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拉斯維加斯僑界聲援武漢抗疫義演拉斯維加斯僑界聲援武漢抗疫義演！！

休斯頓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在範玉新博士的領導下休斯頓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在範玉新博士的領導下

第二批募捐物質又募集到了第二批募捐物質又募集到了。。

中美之間的航班在減少中美之間的航班在減少，，要趕緊把援助物質運回去要趕緊把援助物質運回去。。

口罩是祖國最需要的物質口罩是祖國最需要的物質。。

海外遊子心系祖國海外遊子心系祖國。。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星期二       2020年3月3日       Tuesday, March 3, 2020

出馬競選德州福遍縣第505區法官的李中原律
師。

李中原律師是家庭法法庭上的首席律師。曾
處理過1000多個案件，並已進行了數千次家庭法
審判和聽證會。目前，為休士頓律師計劃和退伍
軍人創始者的志願者，並為德州大學和德州南部
的畢業生VABA大學- 退伍軍人倡導與福利協會平
等獲得個人冠軍。
李中原律師在政見發表會上表示：

麗莎·考德威爾（Lisa Caldwell）曾經說過：
“我了解到離婚甚至找律師不只是黑白步驟，這
不僅需要面對我的恐懼，而且要步入我的恐懼，
每一步都使我成為現實。大膽，少羞恥，每一步
都給我勇氣。”作為一名家庭法律師，我代表一
千名客戶，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並與我一起上法
庭時，有著同樣的恐懼和感情。我已經花了十多
年的時間，與客戶一起上了數千次法庭，幫助他
們克服了這些恐懼，或者至少幫助他們解決了這
些恐懼。每天都有普通公民成為我的客戶，當我
成為法官時，我將再次與這些普通公民一起出庭
，擔任不同的角色。我知道人們在離婚並上庭後
會在法庭上經歷什麼，不僅我每天在法庭上與我

交談的客戶和反對律師很多，這可以證明我在法
庭上的知識和能力。家庭法院法官，法官應尋找
什麼？家庭法院法官負責離婚，子女監護和疏忽
以及家庭暴力案件。那個的真實意義是什麼？ -他
們做出的裁決，判決和命令會影響您的財產，影
響您必須放棄多少才能成為前妻，影響您的孩子
以及與他們一起度過的時間以及誰1. a 。 b。支付
多少子女撫養費和醫療保險C。確定兩個人之間是
否存在家庭暴力，以及向申請保護令的人提供什
麼保護。就像沒有聯繫訂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
，憤怒管理課程有關的訂單一樣。 2.您應該在各
個級別尋找審判或聽證會的經驗。

家庭法院法官-負責離婚，子女監護和疏忽以
及家庭暴力案件。這真的是什麼意思？-他們做出
的裁定，判決和命令a。影響您的財產，以及您必
須放棄多少才能成為前妻，1.影響您的孩子以及您
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以及由誰支付多少子女撫
養費和醫療保險確定2個人之間是否存在家庭暴力
以及提供了哪些保護措施b。 C。申請保護令的人
。就像沒有聯繫訂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憤怒
管理課程有關的訂單一樣。您應該在每個級別上
尋求審判或聽證會的經驗。查看在線評論和獎項

。查看多年的實踐和實踐領域。當心一維候選人2.
沒有經驗。個人介紹-在得克薩斯州出生並長大，
來自菲律賓一位出色而堅強的女性移民，以及一
位來自香港的嚴謹但有愛心的父親。我80年代在
達拉斯漢密爾頓公園的一所黑人學校中長大，從
其他孩子那裡得知，我帶到學校的中國菜聞起來
很香，而小學女生則說，因為我有中文，他們不
能和我約會。由於我穿的衣服或我的父母開了一
家“臭”中餐廳，我在初中被欺負了。他們經常
走過來，向我們的招牌扔石頭，以打破燈泡。擁
有掃帚和自然的功夫能力，我們將在放學後捍衛
我們的家族企業。作為少數族裔，在80年代和90
年代在德克薩斯州成長很難，但我們大多數人設
法應付了種族主義和欺凌行為。我去了UT的Un-
dergrad並完成了經濟學行為的學業。進入法學院
後，我開始磨練自己的律師技能，並在Mock Trial
和Moot Court比賽。當我被休斯頓律師協會授予
“平等機會”冠軍時，我為服務敞開了胸懷。這
些法院屬於人民，需要代表和理解人民的人才能
真正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法官。

我大部分情況下代表處於困境中的普通人的
經驗，並且我不希望本法院的公民和該縣的孩子

受真人僕人的任何約束。我的日程安排包括去法
庭辯論聽證會並為客戶的審判而戰。我是Daniel
Lee，很高興能在座各位。我需要您的幫助才能贏
得選舉。從字面上和統計學上來說，我是最好的
候選人，雖然時間距離還很遙遠，我有很大的機
會贏得這次選舉。

李中原律師將於今天3月3日參加福遍縣的初
選，11月3日為正式選舉日。

今為正式投票日今為正式投票日，，請積極支持華裔候選人請積極支持華裔候選人————
福遍郡稅務總長張晶晶及法官候選人李中原福遍郡稅務總長張晶晶及法官候選人李中原

李中原律師發表政見李中原律師發表政見，，詳述其參選心路詳述其參選心路
歷程歷程。（。（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雖然近期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十分險峻，吸引了
全球人士的密切關注。但美國的大選依
然如期進行。今天3月3日的正式投票
仍受到不少華人的關注。尤其今年德州
地區華人聚居的福遍郡選區出了首位華
裔女性—優秀華人張晶晶出馬競選郡級
的稅務總長，更成了大家矚目的焦點。

張晶晶（J.J. Clemence ) 在休士頓
華人圈可謂家喻戶曉，她自信又接地氣
的形象，她憑藉個人努力和獨特的人格

魅力，多年來已深入人心，逐漸獲得亞
裔群體和主流社會所認同。

張晶晶的履歷十分完整且輝煌。她
曾為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亞洲社區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亞裔事務外聯部部長
；德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房地產研
究和咨詢委員會副主席；15年注冊審計
師及市場開發部經理的業界經驗；她同
時還是福遍郡學區債券委員會委員；福
遍郡學區創新委員會委員；及福遍郡共
和黨財務長及財務委員會主席。

張晶晶擁有貝克大學會計學學士學
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是Fort Bend
郡共和黨的財務主席，Fort Bend郡獨立
學區債券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及 Fort
Bend郡創新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 張
晶晶長期致力於降低流程成本，是Fort
Bend縣的一位公認的保守派領導人，擁
有十多年的金融和商業認證經驗。她在
在貝克休斯（Baker Hughes），Spectra
和Enbridge的金融和商業策略部門擔任
過多個財務審計師職位。 為Fort Bend
County提供了十多年的財務，運營和欺
詐審計經驗。張晶晶擁有註冊審計師和
市場發展部經理的經歷，以及作為共和

黨和財政保守派的良好往績，使她成為
該職位的理想人選。 張晶晶也是美國國
會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的
社區外聯主任，德克薩斯州亞裔共和黨
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德州州長格雷格•
阿伯特（Greg Abbott）德克薩斯州房地
產研究和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她還是
Fort Bend獨立學區債券委員會和創新委
員會的董事會成員，Fort Bend縣GOP的
財務主管和財務主席，Precinct 4044的
主席，以及德克薩斯州亞洲共和黨俱樂
部的副主席。現在張晶晶已經正式宣布
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 職位，請所有的華
人投票給張晶晶贏得這個職位以更好和
更多地為華人社區服務。她在Fort Bend
County從事社區服務的悠久歷史以及豐
富的財務經驗使她成為Fort Bend County
稅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關於房屋稅事務，張晶晶解釋說：
美國整個稅系統包括不同的部門，各個
部門相互獨立，相互協作。通常，估價
局 (Appraisal District) 每年評估徵稅價格
，財產主 (Property Owner) 不滿意估徵
稅價格有權提請抗辯 (protest)。一般來
說，本地的徵稅單位 (taxing unit) 根據本

單位年度提供公眾服務需要的預算決定
稅率 (tax rates)。比如當地的總共財產
估價是$100 million, 本年度學區正常運
行需要資金預算是$1 million, 學區稅就是
1%, City 需要的資金預算是$0.5 million,
City的稅率就是0.5%，等等。 。每年的
稅率都會上下浮動一點點根據徵稅單位
的預算變化和財產價格的變化。徵稅單
位(taxing unit) 委託收稅官 (tax asses-
sor-collector) 收取財產稅。德州憲法
(Texas Constitution) 有幾個基本原則：
徵稅平等均勻 (taxation must be equal
and uniform)，就是說給地產估價時候
，同一個區域類似的地產會有類似的估
價。所有財產必須根據目前的市場價格
(market value) 徵稅，除非有法律規定的
豁免 (exemption)。德州的 Homestead
Law 就是一個很好的豁免的免稅法規，
但只對屋主的自住房，其它商業地產和
投資出租房都沒有這個豁免。張晶晶在
Fort Bend County居住了11年，張晶晶完
全了解如何與華人社區進行交流，並了
解他們在財產稅和任何其他與稅收有關
的事務上的需求。 她是唯一可以最大程
度地幫助華人社區的Fort Bend County稅

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Fort Bend縣代表了美國所能提供

的最好的服務：強大的商機，一流的學
校和繁榮的社區。 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
人們應在各級政府中獲得政府的透明度
和效率。 作為您的稅務評估員，張晶晶
將確保您的稅率計算合理，並會努力改
善收款流程，為您節省金錢，並使Fort
Bend縣成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J.J.
期待著有機會贏得您的投票。”

自從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長以來，
得到了當地許多華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
援助。作為第一代移民參加競選這個十
分關鍵的公職，晶晶面臨重重困難，也
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但有同胞們的大
力支持和鼓舞，有晶晶服務社區的堅定
信心，競選工作一路所向披靡，得到了
諸多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背書，更得到
了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晶晶對各位
同胞和志願者的無私的奉獻以及忘我的
努力感激不盡，在此說一聲謝謝，道一
句感恩！為了同胞們的健康和安全，張
晶晶決定推遲已計劃籌辦的競選集會，
等到疫情緩解或得到有效控制後再行安
排。

張晶晶張晶晶((英文名英文名J.J. Clemence)J.J. Clemence)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20202020年牛仔節大遊行年牛仔節大遊行

馬車装璜馬車装璜:: 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及及
退修組組長劉志忠退修組組長劉志忠

處長及夫人處長及夫人,, 楊副主任楊副主任,, 校聯會理事長校聯會理事長,,會長等合影會長等合影

和和 55KK 競跑的人合影競跑的人合影
上排左起上排左起:: 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 副理事長許國麗副理事長許國麗,, 處長陳家彥及處長陳家彥及
夫人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 經文處朋經文處朋

友友,,校聯會劉志忠校聯會劉志忠,, 陳元華陳元華,,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左起左起 ::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處長陳家處長陳家
彥及夫人彥及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左起左起:: 陳家彥夫人陳家彥夫人,David Gonzales,,David Gonzales,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及女公子及女公子 Bonnie ChangBonnie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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