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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冰激淩培根冰激淩””亮相亮相
20202020年加拿大國際食品和飲料展年加拿大國際食品和飲料展

為期3天的2020年加拿大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在多倫多揭幕。據悉，這是加拿大規模最
大的餐飲業年度展會，旨在展示行業新技術、新產品，提供行業交流機會。圖為參展商在開幕
晚會上展示獨特的培根冰激淩。

西班牙北部滾滾巨浪沖天西班牙北部滾滾巨浪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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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防疫帶火“宅經濟”，前景如何？
買菜靠配送、看病靠在線問診、

上課靠網絡直播、健身也遠程……疫

情影響下，大家自覺“宅在家”，帶

火了壹批“宅經濟”業態。“宅經濟

”是疫情影響下的曇花壹現，還是有

更大增長空間？

火爆的“宅經濟”
雖然宅在家，生活依然要繼續，

由此催生了新的消費需求。近期，不

少互聯網應用平臺業務規模大增，下

載量、用戶使用時長和用戶活躍度等

數據都明顯提升。

——生鮮配送。蔬菜食品是剛需

，巨大的需求推動下，線上生鮮平臺

迎來暴漲。28歲的張永明是叮咚買菜

上海的壹名送菜員，以前他壹天最多

也就送100單，但近壹個月來，他已經

送了4000多單。

數據顯示，大多數生鮮平臺的訂

單都爆發性增長。京東到家的糧油

副食商品、肉品銷售額同比去年春

節增長 7 倍，每日優鮮交易額同比

去年春節增長約 4倍，蘇寧到家業務

規模同比增長4倍……

——在線醫療。2月以來，衛健委

多次發文指出，充分發揮互聯網醫院

、互聯網診療的獨特優勢，鼓勵在線

開展部分常見病和慢性病的復診和藥

品配送服務。

易觀數據顯示，疫情以來，30余

家互聯網醫療平臺或企業針對疫情開

展線上義診及健康防護科普，跨地域

調動醫生超10萬名。

“疫情期間，平安好醫生App累

計訪問人次達11.1億，新註冊用戶量

增長 10倍，新增用戶日均問診量是

平時的9倍。”平安好醫生董事長兼

CEO王濤說。

——在線教育。學校延遲開學，

學生全民開啟在線學習模式。多家在

線教育培訓機構及線下培訓機構紛紛

推出在線免費課程，有數據顯示，近

期教育行業App日均用戶規模達到1.27

億人。

在家上課直接拉動了相關電子產

品銷售。據蘇寧易購數據顯示，近期

學習所需的電腦、平板、打印機等銷

量快速增長，其中打印機增長同比超

200%。

——直播健身。疫情期間，健身房

閉店，不少健身機構將業務從線下移

到了線上，通過直播帶領會員在家健

身。壹兆韋德、威爾士等健身房都紛

紛開啟線上直播教學課程，在線健身

平臺Keep運動直播累計參與人數超過

5000萬，超級猩猩的抖音平臺高峰時

期19萬人在線觀看，樂刻在快手平臺

的專題播放頁面播放量超千萬。

直播健身直接帶動了壹些運動器

材的熱銷。網紅主播李佳琦在直播賣

瑜伽墊時，從說開始到1.5萬個瑜伽墊

售罄，只用了30幾秒。

需求刺激、行業自救催生“宅
經濟”火爆

這些“宅經濟”業態並非什麼新

鮮事物，業內人士認為，疫情期間

“宅經濟”的快速增長，壹類受益於

巨大的市場需求，比如生鮮電商、在

線醫療，還有壹些屬於相關行業的自

救疊加需求，比如在線教育、直播健

身等。

此前，圍繞生鮮電商的話題多

是燒錢、虧損甚至倒閉，此次疫情

讓生鮮電商脫穎而出，巨大的需求

刺激銷售暴漲。壹些平臺數據顯示

，不僅銷售額大漲，客單價也有了

顯著上漲。叮咚買菜數據顯示，近

期每日新增用戶 4 萬多人，客單價

增加約70%。

火爆行情下，買菜成了“搶菜”

，多個平臺需要預約配送名額，有的

甚至需要在零點預約。不少用戶吐槽

，“買菜要拼手速，猶豫壹下就約不

上了，即使約上了，也不壹定能按時

收到。”

同樣被需求刺激暴漲的還有在線

問診。對疾病的擔憂，去醫院的風險

，疫情帶來的多重焦慮讓很多人選擇

了新的途徑——網上問診。易觀數據

顯示，春節以來，互聯網醫療在線問

診領域獨立App日活最高峰接近700萬

人。

而在線教育、直播健身的火爆，

卻並非完全是由需求刺激的。疫情期

間，線下培訓班全部停課，借由延遲

開學，多家教育培訓機構以“停課不

停學”的名義迅速推出了免費課程。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其實這也屬於

行業自救。“線下停課令很多培訓機

構承受巨大損失，學員流失是其需要

面對的最大危機。在線教育壹直以來

獲客成本較高，此次的免費課讓各機

構都得到了海量用戶。”

同樣，由於絕大多數健身房的收

入都來自線下，疫情期間門店無法開

業，不少健身機構面臨危機。與快手

、抖音等短視頻平臺合作錄播短視頻

、開展訓練營直播業務、推出“壹對

壹”直播教學……多家健身機構通過

形式多樣的“雲健身”來“求生”，

而“宅夠了”的公眾也有健身需求。

數據顯示，在不到壹個月內，健身機

構樂刻推出的健身視頻全網播放量達

20億。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田國強認為，疫情打亂了眾多以線

下經營為主的企業的陣腳，迎合

“宅”需求，線下企業主動加速了

線上化。

疫情還擴大了“宅經濟”受眾人

群。互聯網評論家丁道師表示，原本

“90後”“00後”是在宅文化中成長

起來的，他們是“宅經濟”主體，而

這次疫情讓更多年齡層也成為用戶。

疫情過後“宅經濟”前景如何？
疫情過後，這些行業的火爆還會

持續嗎？業內人士認為，隨著生活、

工作逐步恢復調整，壹些“宅經濟”

業態難免會有所降溫。但此次疫情促

使數字技術進入大規模應用階段，也

進壹步培育了線上消費習慣，相關行

業需要進壹步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

將疫情期間的流量變現，才能實現可

持續發展。

“疫情客觀上倒逼了電子商務發

展，但疫情過去都會正常化，生鮮到

家等業態未來會繼續做大，但壹些業

態可能就沒之前那麼火爆了。比如在

線教育，作為壹種輔助技術是很好的

補充，但替代不了面對面、因材施教

的線下教學。”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說。

“線下機構的優勢就是看得見的

服務、體驗，現在被迫轉到線上，老

師看不到學生的真實狀態，效果大打

折扣。”壹名培訓班老師說。

相比線下教育，在線教育雖然有

時間和空間上的優勢，但劣勢也比較

明顯，個性化、互動性差，對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要求高，絕大多數家長

依然會選擇線下培訓。“如果在線教

育無法提供更好的學習體驗，火爆很

難持續。”壹些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

表示。

對於健身行業來說，“雲健身”

是特殊時期健身房維系用戶的權宜之

計。疫情過後，多數的健身還是會回

歸線下。除了原來的會員之外，收獲

的流量有多少能變現？“疫情讓人們

對健康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長期來

看，公眾對健身的需求呈上升趨勢。

”有從業者認為，無論哪種形式，優

質的服務才能吸引客戶。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現在談扭轉

生鮮電商行業局勢還為時尚早。疫情

期間，受制於嚴格的社區進出管理制

度和避險心理，不少人轉為線上購買

，但由於供應鏈等瓶頸，電商平臺缺

貨、增加運費、延時配送等問題讓用

戶實際體驗並不好。疫情過後，需求

會自然回落。雖然培養了壹些用戶的

消費習慣，但最終能留下多少還是未

知數。

“‘宅經濟’本質上是互聯網經

濟，這種服務經濟形態適應了新崛起

的年輕壹代消費人群的消費習慣，即

使疫情結束之後，‘宅經濟’會冷下

來不少，但整體仍會持續發展。”田

國強說。

綜合報導 中國100家銀

行快速集結，壹項“無接觸

貸款”助力小微企業的計劃

正式發起。

計劃由全國工商聯會同

多家行業協會、網商銀行等

共同發起，推出十項“無

接觸貸款”舉措，包括對

電商、餐飲、快消、物流

、農業等不同行業具體政

策。計劃將在半年內，全

力支持中國約 1000 萬家小

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及農戶

等復工復產。

目前加入的 100 家銀行

中，既有中國三大政策性銀

行，也有工行、農行、中行

、建行等國有銀行的浙江省

分行，以及股份制銀行和各地

城商行、農商行、村鎮銀行。

在快消、餐飲、物流、

汽車等行業，已有超過100家

企業快速加入，並將通過

“無接觸貸款”方式支持其

供應鏈上的加盟商、經銷商

、物流公司；超過100家市縣

政府也積極響應，以此作為

促進縣域經濟回暖的金融抓

手。

無接觸貸款，是在線

申請、無需人工接觸的數字貸款方式。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

，數字信貸發展水平每增長 1%，疫情對

經營的沖擊減少2.57%。

在疫情期間，無接觸貸款進壹步成為行

業趨勢。中國銀行業協會表示，這是支持復

工復產的有力舉措，也是落實“百行進萬

企”工作部署的具體行動。

中大型銀行擁有強大資金實力和專業風

控技術，但缺乏足夠多觸達海量小微企業、

小店的通道，而這恰是網商銀行等科技銀行

所見長的。在科技支持下，可以通過“310

風控模式”做到3分鐘申請、1秒鐘放款、

信用審核0人工幹預。

網商銀行行長金曉龍表示，通過這

種互補合作，大量貸款需求在 100 萬元

人民幣以下，甚至只需 3 萬至 5 萬元的

小微群體，可直接在手機上獲得“無接

觸貸款”。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表

示，小微企業貢獻了中國80%的就業，如

果政府、百家銀行、供應鏈企業等聯手，

無疑能有效解決小微貸款的“最後壹公

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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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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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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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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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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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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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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3月10日       Tuesday, March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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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休斯頓休斯頓
赫爾曼紀念醫院於赫爾曼紀念醫院於 33 月月 77 日週六下午發日週六下午發
表聲明表聲明，，稱有稱有 1111 名與確診名與確診 COVID-COVID-1919
陽性的患者直接接觸的醫護人員被要求陽性的患者直接接觸的醫護人員被要求
隔離隔離1414天天。。

儘管最初報導說只有一名工人出現輕
微症狀，但赫爾曼紀念醫院現在說有三名
，所有11個醫護人員都在接受測試和監視
。

“在初次訪問我們的一家科室時，其
中一例確診病例並未出現症狀，但有相關
旅行或潛在的暴露，這些症狀會立即提示
CDC測試。三天后，一旦得知埃及的乘客
郵輪曾被暴露於COVID-19，其中一名患
者返回我們的一個科室接受了測試。我們
醫護人員的潛在暴露僅與第一次就診有關
。”

在周六的新聞發布會上，赫爾曼紀念
醫院的官員向公眾保證，冠狀病毒似乎是
一種“輕度至中度呼吸道疾病，他們說大
多數人可以在家中治療。”

約翰·巴特勒（John Butler）博士說，
赫爾曼紀念醫院的患者大約一周前抵達埃
及，與包括休斯頓其他患者在內的這一小
組一起旅行後出現症狀。

他說病人已經出院了，但是當在同一
行程中向公眾提供了有關其他冠狀病毒病
例的更多信息時，又帶回去進行測試。

週五患者的檢查結果呈陽性，巴特勒
說，與患者接觸的所有11家醫療保健提供
者均已接受測試，結果尚在等待中。

哈里斯郡公共衛生官員說，在休斯頓
地區的冠狀病毒病例中檢測出陽性的人之
一可能去過休斯頓西部聖塞西莉亞學校的
教堂。

週五，聖塞西莉亞天主教學校發布了
一條消息，稱一名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的
人於2月26日星期三下午5點30分參加彌
撒。

新聞稿說：“我們被告知該人坐在教
堂左側的最後一個長凳上。”

休斯頓赫曼紀念醫院現冠狀病毒危機休斯頓赫曼紀念醫院現冠狀病毒危機，，
接觸新冠病人的接觸新冠病人的1111名醫護人員被要求隔離名醫護人員被要求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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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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股市場如上周美股市場如
過山車般大起大落過山車般大起大落，，震盪加劇震盪加劇。。美聯儲在上周初緊急降息美聯儲在上周初緊急降息00..55%%，，
以應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以應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影響。。這是美這是美
聯儲自聯儲自20082008年以來的首次大幅度緊急降息年以來的首次大幅度緊急降息，，表明政府通過寬鬆表明政府通過寬鬆

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決心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決心，，分析師普遍預計今年可能分析師普遍預計今年可能
還會有進一步降息動作還會有進一步降息動作。。上週二民主黨初選結果上週二民主黨初選結果，，溫溫
和派拜登得票領先對股市也有利好作用和派拜登得票領先對股市也有利好作用。。經濟基本面經濟基本面
數據上數據上，，二月份就業報告顯示美國新增工作崗位二月份就業報告顯示美國新增工作崗位
273000273000個個，，好於之前預期好於之前預期，，但這一利好消息並未能夠但這一利好消息並未能夠
對抗疫情恐慌對市場的負面影響對抗疫情恐慌對市場的負面影響。。經歷大起大落後的經歷大起大落後的
市場在上週略微上揚市場在上週略微上揚。。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
收盤收盤 2586625866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88%%，，年跌幅年跌幅 99..44%%），），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29722972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00..66%%，，年跌幅年跌幅 88%%），），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85768576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11%%，，年跌幅年跌幅44..44%%））
。。債券作為避險投資產品價格升高債券作為避險投資產品價格升高，，年漲幅年漲幅44..55%%。。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美股市場震盪加劇，上週5天中經歷了4天超過2%的起伏。美
聯儲為什麼會降息，美國是否也會像其他國家採用負利率？美聯儲
降息是為了對沖新型冠狀病毒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類似於政府提前
給經濟打的預防針。這種做法可以使企業用更低的成本融資從而提
升其盈利性，低利率也會推動現有閒置現金有更強意願進入金融市
場投資，從而實現良性循環。中國政府在2月也採取了降息政策，

以刺激受疫情影響的中國經濟。市場震盪還會持續多久？此次震蕩
的直接原因是大家對新型病毒在歐美蔓延的恐慌和對經濟影響的不
確定性擔憂。另一個原因是市場在過去幾個月一路高歌猛漲，長期
未出現投資市場的正常性波動回調。隨著大家對疫情的更多了解和
疫情的最終好轉，廣大投資者恐慌情緒會逐漸回落。疫情在歐美的
蔓延何時好轉雖然沒有確切時間表，但我們可以參照中國為例。中
國在2月初新增病例達到峰值，那時也正是中國股市跌幅最大的時
候，而自2月3日以來中國股市已上漲10.5%，人們正常工作生活生
產活動均逐漸恢復。投資市場的一個內在特徵就是健康波動，而美
股在過去10年只有6次調整超過10%，在過去一年半只有3次，低於
歷史均值。如果把上周作為整體來看，雖然每天起伏劇烈，但周五
和周一相比市場相對平穩略升。近幾週的震盪更加突出說明了債券
和多樣化投資對整體收益的影響。雖然近期大家都在關注股票下跌
，但如果擁有股票+債券平衡的投資組合，投資收益並不會受巨大影
響。債券自2月19日以來上漲2.6%，同期標普500指數下跌12.2%。
以65%股票35%債券的投資組合為例，截止上週五的收益為-3.6%，
小幅跌落意味著在市場恢復後會更快的打平並增長。在美股下跌的
同時，國際市場（尤其中國）股市表現優異。因此，股票+債券、美
國本土+國際市場的多樣化組合會使得長期回報更加穩健。

受新冠狀病毒影響受新冠狀病毒影響
休斯頓會議旅遊業損失嚴重休斯頓會議旅遊業損失嚴重

（（本報訊本報訊 ））新冠狀病毒繼續在世界範圍內蔓延新冠狀病毒繼續在世界範圍內蔓延
，，大休斯頓地區的確診病例已經達到大休斯頓地區的確診病例已經達到1111起起，，而由此而由此
引發的一系列不安因素對休斯頓會務舉辦和各種集引發的一系列不安因素對休斯頓會務舉辦和各種集
會活動產生了極大影響會活動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時同時，，經濟損失嚴重經濟損失嚴重。。
根據報導根據報導，，全美防蝕工程國際大會已經決定推遲舉全美防蝕工程國際大會已經決定推遲舉
辦這項為期辦這項為期55天的活動天的活動，，時間已經推遲至時間已經推遲至66月月1414日日
，，舉辦方表示儘管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舉辦方表示儘管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但是但是
經過各方諮詢經過各方諮詢，，最後還是認為取消是一個正確的選最後還是認為取消是一個正確的選
擇擇。。

這項會議每年為休斯頓增加這項會議每年為休斯頓增加52005200萬美元的收入萬美元的收入
，，預計有預計有49004900人參加人參加。。

本應該在本週舉辦的世界能源業大型會議本應該在本週舉辦的世界能源業大型會議
CERAWeekCERAWeek，，因冠狀病毒取消因冠狀病毒取消，，該會議每年吸引世該會議每年吸引世
界界8080多個國家多個國家55005500人參加人參加，，已經預定的已經預定的1171911719個休個休
斯頓酒店房間全部取消斯頓酒店房間全部取消。。

上週上週，，計劃在計劃在WoodlandsWoodlands舉辦的第舉辦的第5151屆月球和屆月球和
行星科學會議被叫停行星科學會議被叫停，，預計預計16001600人參加酒店房間全人參加酒店房間全
部取消部取消。。

無獨有偶無獨有偶，，上週舉辦了上週舉辦了3434年之久的奧斯丁西南年之久的奧斯丁西南
音樂節首次被取消音樂節首次被取消，，該會議計劃有該會議計劃有2020萬人參加萬人參加，，奧奧

斯汀為此損失達到斯汀為此損失達到33..2626億美元億美元。。
目前目前，，最受關注的休斯頓牛仔節仍未得到取消最受關注的休斯頓牛仔節仍未得到取消

或延期的通知或延期的通知。。

（本報記者黃梅子）不管中國人
推崇四大菜系還是八大菜系，排在首
位的都是粵菜。

在休斯頓中國城，一家主打傳統
粵菜的餐廳——香港食街開業18周年
了！香港食街有著一大批老食客，因
為這裏的傳統粵菜是很多老廣記憶中
的味道，雲吞面更是一絕！

傳統粵菜追求精致、精美，用料
上的新鮮，使用燉煮烹炸蒸等各種工
藝，火候恰到好處，才能做出好吃的
菜品。香港食街的主廚來自香港，做
出來的是正宗港式粵菜、正宗燉品和
煲湯，尤其粥粉面飯馳名中國城，雲
吞面更是一絕。

香港食街目前慶祝18周年店慶，
消費滿50元送一盤鹽焗雞，送完為
止，只限堂食（3月31日前有效）。

正宗粵菜、馳名燒臘、港式雲吞
面、地道粥粉面飯!

每晚夜宵從10點開始，提供小份
點單，按晚餐的70%計價。

每天從上午11點開到夜裏2點，
天天營業！價廉物美，恭候您的光臨
香港食街
Hong Kong Food Street
地址：9750 Bellaire Blvd, #100, (黃金
廣場)

Houston, TX77036
網 站 ： www.hongkong-foodstreet.
com

電話：713-981-9888

隆重慶祝香港食街開業隆重慶祝香港食街開業1818周年大酬賓周年大酬賓！！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大蟹飯大蟹飯

鹽焗雞鹽焗雞

東洋豆腐東洋豆腐 盆菜盆菜

片皮鴨片皮鴨

七頭鮑七頭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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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懷念烤肉串
的香味嗎 ? 不論是烤羊肉串，牛肉串，
雞肉串，烤魷魚，烤杏鮑菇...那種香透
心肺的滋味，總令人回味、神馳不已。
糖城首家賣B.B.Q.的名店《 圓緣園 》於
昨天（3月9日，星期一 ）在糖城 「家
樂超市」 對面，原 「隨園 」 舊址隆重開
幕，推出該店師傅唐宗良拿手的正宗魯
菜及各式烤肉串（B.B.Q. )。如：烤羊肉
串（有原味及新疆口味）牛筋、五花肉
、肥腸、烤蝦、烤生蠔、烤扇貝、烤魷
魚片、烤豆皮、烤地瓜片、烤杏鮑菇等
卅餘種燒烤（B.B.Q. ),任君選擇。

在此疫情仍未歇之際，股市、百業
蕭條，窩在家中網上讀書，工作的人們

，唯有從吃 「美食」 來安慰自己。《 圓
緣園 》的美食是絕對令您開心而忍不住
大塊朵頤。無論與家人，親朋好友到餐
廳用餐，《 圓緣園 》餐廳內部寬敞開
濶，使您在這裡吃飯，安全、安心，如
果還不放心，還可直接致電餐廳，點菜,
外賣。《 圓緣園 》餐廳的菜色多，價
格公道，讓您盡享口福。如其午餐，每
道菜$7.99 元～$9.99元，還另配送二個
小菜：從毛豆、花生、熏魚、雞爪中任
選二種。其菜色有四季豆、炒時菜、尖
椒土豆絲、魚香茄子、麻婆豆腐、宮保
雞、香酥燒雞、紅燒獅子頭、紅燒肉、
酸菜白肉、蒙古牛、左宗鷄、芝蔴雞、
干煎龍利、五彩魚絲、滑溜魚片、干燒

大蝦、椒鹽大蝦、本樓炒飯、本樓炒麵
等。如其名菜 「牡丹魚」 ，美如一幅圖
畫，吃到嘴裡，墨魚的嚼勁十足，令吃
過的人激賞不已。

「圓緣園」 晚餐的精緻好菜，都是
您在別家吃不到的獨家名菜：如鹽爆肚
絲、南乳扣肉、尖椒肥腸、蒙古牛柳、
紅燒蹄筋、麻辣蹄筋、左宗雞、雞蝦雙
炒、青炒蝦、椒鹽大蝦、五彩魚絲、豆
花魚片、干煎龍利、糖醋魚、八珍滑蛋
。

唐師傅一展大才的名菜還有：香辣
豬蹄、北京燉吊子、剁椒魚頭、紅燒牛
尾、糖醋全漁、雙椒牛百葉、麻辣雞胗
。以及素菜：干煸四季豆、尖椒土豆絲
、香菇菜膽、薑汁芥蘭、魚香茄子、麻
婆豆腐、八珍豆腐等。
「圓緣園」 另有 「麻辣香鍋」 有不辣、

微辣、中辣、重辣四種口味。可任選四
種食材，每鍋才$6.99 元，如還要加菜
，每樣才多$1.50 元。

再配上以下的主食：烤大餅、黃金
大餅、烤包子、擔擔麵、什錦炒麵等，
堪稱絕配 !

「圓緣園」 （Blazing Brute Chinese
BBQ )餐廳的地址：4526 Hwy 6 S. , Sug-
ar Land, Texas 77478, 電 話 ：
281-201-2835

糖城首家糖城首家B.B.Q.B.B.Q.暨魯菜名店暨魯菜名店《《圓緣園圓緣園 》》
昨已在家樂超市對面開張昨已在家樂超市對面開張，，名廚主理名廚主理

圖為位於糖城圖為位於糖城 「「家樂超市家樂超市」」
正對面的正對面的 「「圓緣園圓緣園」」 餐廳正餐廳正
門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寬敞圖為寬敞、、開濶的開濶的 「「圓緣園圓緣園」」 餐廳內部餐廳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圓緣園圓緣園」」 的東主的東主AndyAndy 雷攝雷攝
於餐廳內於餐廳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唐宗良大師傅的拿手名菜圖為唐宗良大師傅的拿手名菜：：
「「五彩魚絲五彩魚絲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唐宗良大師傅的拿手名菜圖為唐宗良大師傅的拿手名菜：：
「「牡丹魚牡丹魚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寬敞圖為寬敞、、開濶的開濶的 「「圓緣園圓緣園」」 餐餐
廳內部廳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德州休斯頓分會國際領袖基金會德州休斯頓分會
歡迎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歡迎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

國際領袖基金會在每年舉辦的年會中所頒發的國際領袖基金會在每年舉辦的年會中所頒發的
獎獎，，主要是表彰在政治主要是表彰在政治、、經濟經濟、、科學科學、、文化文化、、
藝術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亞裔人士藝術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亞裔人士，，以作為所以作為所

有美國青年領袖的學習楷模有美國青年領袖的學習楷模

王妍霞王妍霞,,嚴杰嚴杰,,喻斌喻斌,,許文忠許文忠,,黎淑瑛黎淑瑛,,宋秉宋秉颖颖等熱烈等熱烈
歡迎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歡迎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白宮
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與休斯頓分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與休斯頓分

會劉秀美會長合影會劉秀美會長合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創創
會會長董繼玲女士會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

員會主席徐紹欽為王妍霞授證員會主席徐紹欽為王妍霞授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創會創會
會長董繼玲女士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

主席徐紹欽為嚴杰授證主席徐紹欽為嚴杰授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
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

欽為劉秀美授證欽為劉秀美授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
,,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白宮總統亞太裔
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宋秉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宋秉颖颖授證授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
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顧白宮總統亞太裔顧

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黎淑瑛授證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黎淑瑛授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
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創會會長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顧白宮總統亞太裔顧

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許文忠授證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為許文忠授證

宋秉宋秉颖颖介紹徐紹欽博士擔任國際領袖介紹徐紹欽博士擔任國際領袖
基金會的理事長基金會的理事長。。國際領袖基金會系國際領袖基金會系
全美最著名的青年領袖人才訓練機構全美最著名的青年領袖人才訓練機構

王妍霞王妍霞,,嚴杰嚴杰,,喻斌喻斌,,劉秀美劉秀美,,許文忠許文忠,,黎淑瑛黎淑瑛,,宋秉宋秉颖颖等熱烈歡迎創會會長等熱烈歡迎創會會長
董繼玲女士董繼玲女士,,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蒞休指導白宮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徐紹欽蒞休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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