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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tates, cities beg for coronavirus
help; Fed tries to shield economy

FILE PHOTO: U.S.
Surgeon General Jerome Adams, flanked
by White House chief
economic adviser Larry Kudlow,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response
coordinator Dr. Deborah Birx, addresses
reporters during the
daily Coronavirus
Task Force new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NEW YORK/WASHINGTON (Reuters) - U.S. governors
and mayors pleaded for help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even from private citizens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launched an extraordinary array of initiatives to mitigate the pandemic’s
economic impact.
They sounded the alarm as U.S. Senat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ried to hammer out an economic relief bill on
Monday, aware that failure could have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states, cities and businesses, and could trigger further
heavy losses in U.S. stock markets.
“I want to appeal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you have got to help cities, towns, countries, states, public
hospitals, private hospitals. You’ve got to get all of them
direct relief,” 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told
CNN.
With the addition of Maryland, Indiana, Michigan and
Massachusetts on Monday, 13 out of 50 U.S. states have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people’s movements to curtail the
virus, putting the country on a track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ost devastated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Italy and
Spain. The affected states have a joint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40 million people.
The mayor of the most populous U.S. city broadened his
appeal for ventilators and medical equipment to private
citizens. “Anyone out there who can help us get these
supplies, we have only days to get them in place. That is

the reality,” de Blasio said.
About 1,800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n
New York City, with about 450 of thos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Mark Levine, the chairman of the City Council’s health committee, said on Monday.
The number of cases nationwide topped 40,000 as of Monday
morning, 481 of whom have died.
New programs launched by the U.S. central bank on Monday
backstopped an unprecedented range of credit for households,
small businesses and major employers.[L1N2BG0ED]
“The Fed is proving that it can and will do anything in its power to support the economy,” said Steve Chiavarone, portfolio
manager and equity strategist at investment management firm
Federated Hermes.
U.S. stock futures rose more than 3% after the Fed’s moves but
the market still slipped on opening. The Dow was down 0.4%
at midday after briefly falling past 4% down in late morning.
STAY AT HOME
U.S. Surgeon General Jerome Adams pleaded with Americans
to heed official warnings to stay at home.
“This week it’s going to get bad,” Adams told NBC’s “Today”
show. “Everyone needs to be taking the right steps right now:
stay home.”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said he had ordered New
York Cit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by the end of the day on
Monday to reduce density in its parks and among young people
still gathering. “The greatest density control issue right now is
in New York City,” Cuomo said.
The Senate was due to reconvene at noon ET (1600 GMT)
to consider the bill, which Democrats argue favors
corporate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healthcare
workers, hospitals and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publicans in turn accused them of obstructing
a badly needed stimulus in the midst of a national
emergency.
Independent experts have suggested far more than 15 days will
be needed to halt the sprea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sued
guidelines a week ago that he said aimed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over 15 days.
A lack of coordinated federal action was causing chaos for
states and municipalities, and even putting them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for resources, the governors of New York, New
Jersey and Illinois said.
The states “are all out looking for the same thing,” New Jersey
Governor Phil Murphy told CNN on Monday.
Leaving states to fend for themselves has put them in bidding
wars with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other
U.S. states and even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Illinois Governor
J.B. Pritzke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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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Western supply chains buckle as coronavirus lockdowns spread
LONDON/MADRID/LOS ANGELES (Reuters) - Freight
carriers are struggling to deliver goods by land, sea or
air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ces Western governments to impose lockdowns, threatening supplies of vital
products including medicines into the most affected areas,
such as Italy.

FILE PHOTO:
A truck driver waits for
his temperature check by
Polish officials,
during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symptoms
testing, on the
German-Polish
border near
Frankfurt/
Oder, Germany
March 17, 2020.
REUTERS/Axel
Schmidt/File
Photo

While China’s draconian step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re now allowing its economy slowly to come back
online, supply chains are backing up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roblems ranging from finding enough truck drivers to
restrictions on seafarers and a lack of air freight are hitting
the smooth flow of goods, freight logistics operators say.
Stockpiling and panic buying by consumers are also adding to strain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has moved rapidly from east
to west,” said Mohammed Esa, chief commercial officer,
Europe, with global logistics group Agility (AGLT.KW).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transport of goods say the
impact is being felt hardest in air freight as more airlines
shut down services, adding to difficulties with the transport of key goods such as medicines and perishable foods.
“What you could normally move in two or three days is
going to take twice as long - you have to still get it through
the airport, you have put it on a truck and get it through
borders,” Esa said.
One European supplier of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used by the industry,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said
the business was struggling to get supplies transported by
plane.
The U.S. decision to ban foreign visitors has also cut an estimated 85% of U.S. air freight capacity, as vast amounts of
goods were transported in the bellies of passenger planes
that are now grounded. That has pushing freight costs
up five-fold as space for remaining cargo runs is limited,

companie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trade say.
Goods from Europe are being re-routed
through places including Mexico and Canada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say, but
that adds time and also comes at a price.
“We have seen the cost on direct services out
of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in the
range between 5 to 10 euros per kilo versus
less than 1 euro in normal conditions,” said
Jochen Freese, chief commercial officer with
German-headquartered Hellmann World-

Stay healthy!

FDA Approves New Test That
Could Detect CCP Virus
In About 45 Minutes

A lab technician begins semi-automated testing for COVID-19 at Northwell
Health Labs in Lake Success, New York on March 11, 2020. (Andrew Theodorakis/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 has approved the use of the
first rapid diagnostic test that could detect the CCP virus in approximately 45
minutes.
NTD refers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
which causes the disease COVID-19,
as the CCP virus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verup and mismanagement allowed the virus to spread
throughout China and create a global
pandemic. The authorization was made
Friday and tests will begin shipping next
week,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California-based Cepheid, the company
manufacturing the tests.

need an on-demand diagnostic
test for real-tim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being evaluated for
admission to health-care facilities,” said Dr. David Persing,
MD, Ph.D., chief medical and
technology officer at Cepheid.
“An accurate test delivered close
to the patient can be transformative—and help alleviate the
pressure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 has
put on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at
need to properly allocate their
respiratory isolation resources,”
Persing added. (Courtesy https://
www.ntd.com/)
Related

Houston’s COVID-19 Site
Broadens Testing to Symptomatic People with Chronic
Illnesses
“During this time of increased demand
for hospital services, Clinicians urgently

Houston’s first free COVID-19
drive-thru testing site will
broaden services to people of
any age with chronic illnesses

wide Logistics.
“It is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and I’m
sure that some will no longer fly right
now and divert to sea freight due to cost.
As logistics providers we can’t bear the
difference in costs.”
Transport across land borders is also
slowing down, especially to and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most hit by the virus,
such as Italy.

“The industry is struggling to get
drivers willing to drive into Italy and
collect goods. It is also getting difficult
to pick up cargo, because there is no
staff in the factories to hand over the
cargo,” said Hellmann’s Freese.
“We have seen added cargo risk costs
which means higher payments to
drivers to ensure sufficient trucking
capacity. I am sure we will see these
costs increased.”

BUSINESS
				

on Sunday, March 22, 2020.

People with chronic illnesses experiencing
cough, difficulty breathing and fever, the
common COVID-19 symptoms, can call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s COVID-19
call center at 832-393-4220 between 9 a.m.
and 3 p.m. to get screened. They will receive a unique identification code and instructions on where to go for testing.
Examples of chronic illnesses include heart
disease, asthma, chronic lung disease, cancer, HIV/AIDS. Transplant recipients,
people with weakened immune systems
and pregnant women are also eligible for
COVID-19 testing.
The site will only accept people with
a unique identification code obtained
through the screening process. People who
show up without an identification code will
not get tested.
Previously, only healthcare providers, first
responders and people 65 and older with
symptoms received COVID-19 testing at
the site.
Mayor Sylvester Turner inspected the first
free COVID-19 testing site, which was
only accepting seniors 65 and older Saturday afternoon.
“As of 12 p.m., they have already seen 79
people,” said Mayor Turner.
They also were instructed to call in for a
free screening before receiving the address
to the testing location.
Three additional sites will be opening in
the coming days.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and the local medical
community plan to open three other testing
sites in the coming days and announce an
online and updated phone-based screening

				

process. The drive-thru sites will
augment testing by our local medical providers.

Dr. David Persse, local health authority for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recommends people with
COVID-19 symptoms first check
with their family doctor before seeking screening at a drive-thru site.
“If you are a healthy person with
mild symptoms and not seriously ill,
please self-quarantine at home,” Dr.
Persse said. “Most people infected with
COVID-19 recover. It’s important we
first focus our limited testing resources
on the most vulnerable.”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ffering
the tests includes Texas Medical Center
institutions Houston Methodist, Memorial Hermann and CHI St Luke’s Health,
and HCA Houston Healthcare.
The health departments are not identifying the testing site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showing up and being turned
away because they did not complete the

Wash your hands!
screening process. The health departments respectfully ask the news media
not to report the locations.
Additionally, the health
departments
respectfully
ask news media to refrain
from showing
close images
of the centers
when they are
operational to
protect patient
privacy. Close
images of people or vehicles
may lead to individuals being identified and discourage other symptomatic
people from participating, furthering
COVID-19 spread in the community.
The testing site will continue operating
until further notice.
“If you are a healthy person with mild
symptoms and not seriously ill, please
self-quarantine at home,” Persse said.
“Most people infected with COVID-19
recover. It’s important we first focus our
limited testing resources on the most vulnerable.”
Workers at the sites will only collect insurance information and not accept payment.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testing, treatment or services will not be
used against immigrants in their public
charge evaluation.
The health departments reiterate the sites
will only accept people with a unique
identification code obtained through the
screening process.
People who show up
to a site without an
identification code
will not get tested
and may run the risk
of becoming infected with COVID-19.
(Courtesy (https://
abc1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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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woman and a volunteer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and gloves wait for
the food distribution organized by the Sant’Egidio Community at the San
Gaudenzio parish during the lockdown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Rome, Italy, March 23, 2020. REUTERS/Yara Nardi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makes statement about coronavirus economic relief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speaks to the media in New York

A wo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walks down to Oxford Circus underground station
at rush hour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London, Britain, March 23, 2020. REUTERS/Dylan Martinez

A volunteer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 and gloves prepares bags for the food distribution
organized by the Sant’Egidio Community at the San Gaudenzio parish during the lockdown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Rome, Italy, March 23, 2020. REUTERS/Yara Nardi

A poster from the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public health campaign,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March 23, 2020.
REUTERS/Jason Cairnduff

A wo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walks down to Oxford Circus underground station at rush
hour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London, Britain, March 23, 2020.
REUTERS/Dylan Martinez

Woman looks at an image of Mona Lisa with a face mask after further cases of coronavirus were confirmed in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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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ronavirus Pandemic
Upends Life As We Know It

U.S. Surgeon General:
“This week, it’s going to get bad”

eral Jerome Adams said this week is “gonna get bad.”
6. Olympics update: A delay of the 2020 Olympics in Tokyo
seems inevitable.
7. Other resources: CDC (https://www.cdc.gov/) on how to
avoid the virus, what to do if you get it. (Courtesy axios.com)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coronavirus
Illustration: Eniola Odetunde/Axios

Surgeon General Jerome Adams speaks during press brief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at the White House, Thursday, March 19. Evan Vucci/AP/FIL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S. Surgeon General Dr. Jerome Adams gave
a “somber” message to the nation while speaking on NBC on Monday.
“I want America to understand — this week,
it’s going to get bad,” Adams told NBC’s Savannah Guthrie, adding that some people have
not been properly practicing social distancing.
“This is how the spread is occurring. So we
really, really need everyone to stay at home,”
Adams said.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but I
think that unfortunately we’re finding out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is can’t happen to them.”
(https://www.cnn.com/)

Total recoveries: 100,182.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9:30 a.m. ET: 35,225 — U.S. coronavirus case numbers now third-highest
in the world. Total deaths: 471 —
Total recoveries: 178.
3. Federal government late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ignaling that
it may loosen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es after its 15-day social distancing
policy ends in order to jumpstart the
economy.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nd misinformation swirling around
the virus, so here are quick just-the-facts answers to your most
urgent concerns, based on current knowledge.
Q: What are the symptoms I should watch for?
• Fever (88%) and dry cough (68%) are two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followed by fatigue, thick mucus coughed
from lungs, shortness of breath, muscle and joint pain, sore
throat, headache, and chills.
Q: If I have those symptoms, should I go to my doctor or
the hospital?
• Right now, the CDC recommends you distance yourself
from others, including your family and your pets. If you can,
designate a separate bedroom and bathroom for yourself.
• Call your provider and tell them you suspect COVID-19.
Remind them of any travel and if you are over 60 or have
underlying conditions like diabetes or a heart condition.
• Don’t share dishes/glasses with anyone; wash hands often;
clean surfaces frequently. Stay hydrated.
•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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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9:30
a.m. ET: 350,536 — Total deaths: 15,328 —

U.S. Federal Reserve
4. Markets update: The Federal
Reserve announced a broad slate of
programs to make sure credit flows to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5. Public health latest: Surgeon Gen-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中國經濟
新聞

The CDC does not recommend you go to the hospital unless
you have shortness of breath, persistent chest pain, new con-

fusion or strong lethargy, or a bluish tint to your
lips or face.
• CDC’s hotline number for questions:
800-CDC-INFO (800-232-4636).
Q: Why is there a shortage of tests in the U.S.?
When will we get them?
• The CDC’s initial test for the virus was faulty.
And, for reasons that remain unknown, the U.S.
opted not to rely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test while the CDC developed a new one.
Red tape slowed down academic labs that wanted
to quickly develop their own.
• With both academic and commercial labs now
pitching in, testing is becoming more widely
available. But we’re still playing catch-up, and the
virus has likely been spreading undetected in the
meantime.
Q: What’s known about children and
COVID-19?
• Children, fortunately, rarely seem to experience
severe complications from the coronavirus, but
it’s not known whether children with underlying

conditions may be at higher risk for severe illness.
• It’s unclear what about children’s immune systems is protecting them.
Q: What stage is the outbreak in the U.S.?
• The virus has now been confirmed in 50 states
plus Washington, D.C., and Puerto Rico.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testing early on, the level
of infection in the U.S. beyond the currently
confirmed 35,345 cases (as of 10:30 a.m. ET on
Mar. 23) is unknown.
• Scientists believe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doubles roughly every five to six days.
• Some think the U.S. and the rest of Europe could
follow Italy’s exponential trajectory arc, but this
will depend on how effective school closings and
event stoppages are at flattening the trajectory
curve of the outbreak.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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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陰霾下
中國實體書店積極自救

全國中小書店聯盟“書萌”於今年 2 月對全國 1,021 家書店的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

截至 2 月 5 日，90.7%的書店選擇停業，超過 99%的書店沒有正常收入。面對“寒冬”，中

國實體書店選擇把書店搬到“雲端”，利用直播、線上讀書會、線上銷售等多種方式走出孤
島，積極自救。

從年三十到現在，合肥書店保羅的口袋已經停業
一個多月了。其旗下的四家書店，在這場疫情
之下，都被迫關閉店門。
“這次疫情對實體書店有很大的衝擊，即使復
工，上半年的營收也會大幅度銳減，支付不起人員薪
資和房租等開銷的話，就會面臨倒閉。”保羅的口袋
創始人之一朱莎說，疫情進一步放大了實體書店的經
營問題。

強化與讀者的聯繫
從 1 月 31 日開始，保羅的口袋嘗試辦起線上讀書
會。邀請詩歌學者、文學愛好者、營銷廣告人等在微
信群裡圍繞不同主題和讀者進行分享和討論。“目前
我們辦了四期線上讀書會，差不多有 200 人參加，反
響熱烈，前三期自己策劃，每人 10 元（人民幣，下
同）自願掃碼加入。”朱莎說疫情加速了網絡時代的
進程，也促使他們進一步思考經營方式的轉變。
在安徽的 523 家新華書店，線上“聊書”會、微
店、讀者微信群、電商直播等多措並舉，探索一套深
受讀者歡迎的新服務方式。
據皖新傳媒“閱+”事業部總經理黃震介紹，目
前全省新華書店共組織了20餘場線上“聊書”會，觀
看人數近 10 萬人次，建立了 1,000 多個讀者群，服務
讀者超過30萬人次，當地以社群電商小程序和微店為
線上平台，嚴格對商品進行消毒後，通過快遞將圖書
配送到讀者的家門口。“疫情之下，應該充分利用書
店在本地的優勢，為當地讀者提供社群化營銷和急需
的服務，強化和讀者之間的聯繫。”黃震說。

倒逼書店轉型
各地書店紛紛求變，探索新途徑。浙江的言幾又
書店在 2 月 5 日開啟“精神食糧補充站”，供讀者在
線選購，快速配送，最快次日送達，並和餓了麼平台
合作，上線半小時同城配送服務。上海的鍾書閣開啟
多場“無人書店”直播，向讀者介紹書店和圖書。
2 月 20 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 150 多家書
店在線上開啟了“書店燃燈計劃”第一期：閱讀，能
給我們帶來什麼？在全國各地的書店微信群裡，近 4
萬名讀者在線上聆聽了作家李浩關於閱讀的分享。
這場“自救”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和支持，截

至 2 月 27 日，新浪微博上“實體書店集體自救”的話
題有400多萬的閱讀量。
2月26日，單向街書店在官方微信號發起了一場眾
籌自救，讀者可以購買不同額度的線上儲值卡，這一行
為很快在網上引起熱議。90後北京白領孫則書在公眾號
上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即購買了50元的儲值卡，並將文
章轉發到朋友圈，寫道“保衛書店，城市的大腦”。
在孫則書看來，實體書店是一種精神港灣，置身
書店時的寧靜感和幸福感是電子書無法給予的。“如
果書店因為疫情撐不下去是件很可惜的事，我也願意
盡一點小小的力量幫書店渡過難關。”孫則書說。
“這次疫情在帶來衝擊的同時也是倒逼書店轉型
的一個契機。讓我們意識到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平台和
社交工具來為讀者提供線上服務，增加服務的路徑和
手段。”黃震說，這對於未來書店的抗風險能力包括
營銷能力的建立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起的
大學出版社發
■由廣西師範
有
，目前全國已
書店燃燈計劃
片
圖
與。 網上
150 多家書店參

文：新華社

■疫情肆虐下
疫情肆虐下，
，實體書店遭受重擊
實體書店遭受重擊，
，
紛紛利用“
紛紛利用
“雲端
雲端”
”自救
自救。
。圖為長沙天
心區西西弗書店，
心區西西弗書店
，一名戴口罩的讀者
在閱讀書籍。
在閱讀書籍
。
新華社

線上“聊書”宅在家中的閱讀時光
“原來人類住會冒煙的屋子、燒壁爐來取
暖、開隆隆作響的汽車……”2 月 24 日晚，兒
童文學作家陳佳同在手機前與 600 餘名網友見
面，講述了一隻狐狸夢想變成人類的童話故事。
在這個長達 2 個小時的視頻直播中，陳佳同時而
手捧這套去年 7 月出版的童話書，朗讀其中文
字，向鏡頭展示插畫，時而看一眼網友留言，
“聊”上幾句。
“寫書的時候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有網
友留言問。陳佳同找出過去探訪肯尼亞大象“孤
兒院”的照片。“其實，我寫白狐迪拉的故事，
就是以一個動物的視角去觀察人類。”他回答。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像這樣的線上“聊書
會”，安徽新華書店已經組織了20餘場，直播時長
超過60個小時。“實體門店雖然關閉了，但‘書
香’不會斷。”安徽新華書店負責採購銷售的總監
吳國棟告訴記者，他們每天確定一個閱讀主題，邀
請出版社編輯以及書籍作者發起直播，更發動起

“90後”員工，上線接力傳遞“書香”。
即便對手中的童書繪本內容早已爛熟於心，
28的歲員工張金晶人生第一次在手機上面對幾千
名小讀者時，依舊止不住地緊張，“深呼吸都無
濟於事”。“這書太有趣了！”“這就下播了？
意猶未盡啊！”近 3 個小時的手機直播最終收穫
了8,123個讚、720餘條留言。這讓張金晶如釋重
負。“在線介紹圖書、分享閱讀是一次全新的嘗
試，未來我會更加自信和熟練。”他說。
為防止疫情擴散，內地不少城市啟動了較為
嚴格的封控措施。當“宅”成為特殊時期中國人
的常態，書籍則是必不可少的陪伴。
“兩個寶寶愛讀繪本，我和老公愛看小說，
兩個月下來家裡的書快不夠讀了。”家住安徽省
合肥市廬陽區的年輕媽媽張冰清說，閱讀調節了
疫情期間一家人有些緊張的情緒，“這是‘以讀
攻毒’”。
雖然門店關閉了，安徽新華發行集團旗下的

合肥七桂塘書店員工趙婉嬌卻比過去還要忙，她
每天要處理近 300 個訂單，深夜 1 點還在線上解
答讀者詢問。書店建立的讀者群一直有 400 人，
而疫情發生以來，數量擴增了一倍。學校網絡教
學開始了，學生急需教材；書訊不斷，老讀者閱
讀需求越來越密集……“趙婉嬌們”成了連接書
籍與讀者的“擺渡人”。
同時，書店也以社群電商小程序為線上平
台，以當地安徽讀書城為產品供應和分揀配送中
心，嚴格對商品進行消毒後，通過快遞將圖書配
送到讀者的家門口。“我點的外賣還沒到，要的
書就已經先到了。這速度必須點讚。”安徽省馬
鞍山市的一位讀者說。數據顯示，僅僅十天時
間，合肥一地就發出超過3.6萬冊圖書。
直播的最後，陳佳同說，希望閱讀能夠傳遞
“信念、智慧、善良、勇氣和愛”。
“這也是共克時艱中的我們最需要的。”張
冰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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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檢測亂象：想檢測的人無處可去
能檢測的機構無權檢測

（綜合報導）從 1 月 19 日美國出現首例本土確診病例，到
2 月 5 日疾控中心開始派發試劑盒之間的兩個多星期裡，美國所
有的新冠檢測都只能在疾控中心總部進行，而這 16 天裡，很多
事情都被耽誤了……
騰訊新聞國際頻道獨家欄目《聚焦》，本期關注：美國新
冠檢測亂象，誰的錯？
中國的嚴格抗疫，為其他可能受疫情影響的地區爭取了寶
貴的反應時間，對於美國這樣的醫療水平標杆國家來說，此次
防疫本可以成為“示範作業”，成為一次由國家串聯起官僚、
學界和司法的協作演練：
美國疾控中心（CDC），代表著具有專業性的官僚機構；
代表學界的公共實驗室網絡可以協助 CDC 進行檢測，但美國
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頒布的法令又限制了他們的權限，
以防有不夠資質的實驗室濫竽充數；而美國的民事訴訟法又保
證了 CDC 和 FDA 必須要對患者負責，否則他們將面臨著醫療
事故的天價賠償。
但是，這一切似乎都搞砸了。
美國所有 50 個州均已出現了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白宮協調
員德博拉.比克斯暗示，美國的檢測試劑盒仍面臨著短缺危機，
民眾對試劑盒的需求“被抑制”，FDA 最終被迫將進行新冠檢
測的權限下放到有條件的商業公司，才緩解了巨大的檢測壓力
。
那麼，在力求權力製衡和協作的美利堅，新冠疫情，何以
至此？
無可奈何的公共實驗室
當華盛頓大學醫學臨床病毒學實驗室主任肯斯.杰羅姆回顧
起 2 月初發生的事情時，他的語氣裡已經有了藏不住的悔意。
那時，中國的新冠疫情正在進入高峰期，美國和歐洲各國仍是
風平浪靜，普通人過著正常的生活，對大洋彼岸的中國疫情也
只有一些耳聞。
那時，一切尚未開始，但一切早已開始。
“我從沒想到疫情會發展到如此地步，演變成了威脅美國
社會的一次重大健康危機。”杰羅姆對《紐約客》說道。
話雖如此，但他所在的實驗室團隊，並不算後知後覺的那
一批：1 月 19 日，伊利諾伊州出現了美國本土的第一例確診病
例，幾乎在同時，杰羅姆的團隊已經開始著手準備符合新冠病
毒檢測條件的實驗室了。
在實驗室副主任的亞歷克斯.格雷寧格的安排下，這個團隊
足足花了兩個星期才准備好了符合標準的實驗室。當時，該病
毒學實驗室仍然有自行對患者進行檢測的自由權限，直到 2 月 4
日……
2020 年 2 月 4 日，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
扎爾宣布，新冠疫情為“全國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FDA 迅
速頒布 EUA（緊急使用授權）法令，要求所有想要進行新冠檢
測的機構必須報請 FDA 批准，獲得檢測的權限。
“這是很有必要的。”FDA 前首席副局長約書亞.沙夫斯坦
（Joshua Sharfstein）曾在 HIN1 甲型流感流行美國的 2009 年，
簽署過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 EUA。他表示，這個法令是為了保
護公眾。
“‘任何實驗室都宣傳他們可以檢測新冠病毒’，這種事
情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因為那樣會造成混亂，很多人或機構
會出售可能無用的試劑盒牟利。”
沙夫斯坦同時表示，EUA 很靈活，FDA 可以跟隨情勢的變化，
隨機調整法令中的一些條件限制。
但杰羅姆對此頗有怨言：“我發現，我們還是不擅長與
FDA 這種官僚機構打交道，我們搞不清楚他們複雜的審批流程
和表格。”
格雷寧格需要多次致電和發郵件給 FDA，闡明他們想要進
行檢測的原因，還要不斷匯報他們的檢測進程。 “按照法律，

我們還要把檢測樣本的生理副本郵寄給
FDA。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得用美國的
郵政系統把樣本千里迢迢地送到馬里蘭州
（FDA 總部）去。這太荒唐了。”杰羅姆
說道。
但杰羅姆同時也承認，FDA 從根本上
做到了認真負責：“他們給我們提供了良
好且持續的檢測反饋，這讓我們的測試更
完善。而且他們通常在幾天之內就會給我
們的郵件進行回复。”
但 EUA 不允許實驗室對試劑盒的效果進行
臨床測試，因此杰羅姆的團隊一直拿不到
關於新冠病毒的原始樣本。
“幸好，FDA 允許實驗室檢測樣本是
不是符合其他病毒。”杰羅姆無可奈何地
說：“所以，從 2 月中旬到 2 月底，我們
大約對 300 個樣本進行過檢測，實在是什
麼都沒找到。直到 2 月底，我們才得到了
新冠病毒的一個初始樣本。”
但美國公共衛生界的被動處境，遠不止於此。
2 月 5 日，CDC 開始向美國境內超過 50 個州級、市級和縣
級的公共實驗室派發首批檢測試劑盒。但在 1 月 19 日首例本土
確診病例出現，到 2 月 5 日 CDC 開始派發試劑盒之間的兩個多
星期裡，所有的新冠檢測都需要在位於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
CDC 總部內進行，所有的檢測樣本都需要送到總部。
這是讓公共衛生專家們對 CDC 扼腕的第一點。 “這 16 天
裡，如果能早點讓全美國的公共實驗室網絡準備起來，也許會
多檢測一到兩千個病例。”杰羅姆嘆息道。
但真正讓此次危機處理脫節的一環，在於試劑盒檢測結果
的極度不穩定性。
2 月 7 日，試劑盒到達各個實驗室後，不好的反饋逐一傳來：只
有 6-8 個實驗室反映，檢測試劑能正常工作。另有 36 個實驗室
報告，試劑盒中的某一種試劑，測試結果並不可靠；還有 5 個
實驗室，包括紐約市和紐約州的公共實驗室，反映試劑盒中有
兩種試劑都有問題。
這些試劑被裝在白色的紙盒中，每個盒子內有四個用深灰
色泡沫包裝好的試劑瓶，裡面裝有必要的檢測試劑。而該試劑
盒依據的生物原理是聚合酶鏈反應（PCR），研發出 PCR 的
生物化學家凱利.穆利斯憑此獲得了 1993 年的諾貝爾獎。
然而，PCR 很容易被污染，這也是公共實驗室的檢測結果
並不准確的原因。
CDC 確實對有問題的試劑反應迅速，但這個處理方式也成
為了最致命的錯誤之一：CDC 告知實驗室，在新的試劑被研發
出來之前，實驗室不能再用舊的試劑盒進行檢測，以此來保證
測試結果的準確度。 2 月 10 日，CDC 將試劑盒的問題反映給
了 FDA。
這一反應看似死板，但從 CDC 的角度而言合情合理：根
據美國的民事訴訟法，醫療器械的瑕疵導致醫療事故，屬於人
身傷害，一旦患者起訴，CDC 和製藥公司將面臨巨額的賠償款
。
比如，2013 年 11 月，強生公司被其出產的約 8000 例有問
題的髖關節植入物使用者告上法庭，強生提出了 25 億美元賠償
金的和解協議，外加 30 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平均下來每例患者
能得到共計 68.7 萬美元的賠償。
然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款本意是為了保護患者的利益
，如今卻成為了此次危機處理的掣肘。
2 月 10 日 CDC 告訴 FDA 試劑盒的問題後，也承諾，負責
生產試劑盒的製藥公司會很快研發出更準確的試劑，並加強質
量控制。但直到 2 月 21 日，美國國家免疫和呼吸系統疾病中心

主任南希.米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透露，新的試劑盒仍
然沒有研發出來。
那時，心急火燎的美國公共實驗室協會首席執行官斯科特.
貝克爾（Scott Becker）已經從業內的數據上看出來一些病例激
增的徵兆。他的協會領導著覆蓋 150 個州級、市級和縣級公共
實驗室的實驗室網絡，但這些實驗室卻並沒有被允許進行測試
，因為它們沒有滿足 CDC 要求的實驗室條件。
“我當時有一個瘋狂的主意，我們能不能用我們自己開發
出的檢測手段來檢測？”貝克爾告訴《華盛頓郵報》。 2 月 24
日，他給 FDA 發了一封郵件，要求 FDA 批准用他們自己開發
出來的測試方式進行檢測。兩天之後，幾乎對此不抱希望的貝
克爾等來了 FDA 的回信：此法可行。
貝克爾的“瘋狂之舉”，幾乎成為了美國檢測困局的轉折
點。 2 月 29 日，FDA 終於宣布，允許所有合規的實驗室自行開
發檢測方法，但長達三個星期的拖延，讓本應該被掐滅在搖籃
裡的疫情，開始有了蔓延和加重的跡象，確診病例數開始翻倍
。
而負責監管 CDC 的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於 3 月的早些
時候表示，他們已經開始著手調查 CDC 那一批存在問題的試
劑盒，並追究相關機構和企業的責任。
總部位於瑞士、擁有 124 年曆史的跨國製藥企業——羅氏
集團（Roche），開啟了美國商業性質的新冠測先河。
3 月 13 日，羅氏宣布，該集團旗下的實驗室開發的測試，
獲得了 FDA 的緊急授權，成為美國首例針對新冠病毒的商業診
斷測試。目前，羅氏已經在全球擁有了 827 台檢測機器，每個
月可以完成數百萬份樣本檢測。
與此同時，據《時代》雜誌報導，美國兩個最大的商業診
斷實驗室 Quest Diagnostics 和 LabCorp 也於上週投入使用，每周
可以完成幾千次檢測。
德國人奧爾弗特.蘭特聽聞此消息時，他所擁有的一家位於
德國柏林的小型生物技術公司，已經連軸轉很久了：德國早就
開始允許商業公司進行新冠檢測，因此蘭特一直在協助德國的
研究人員進行檢測。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蘭特表示
，“美國政府花了太多的時間，才決定下放權限給商業公司。
新冠的蔓延速度太快，這根本來不及。”
但無論如何，目前美國檢測新冠的局面已經有很大的好轉
。 《衛報》的報導顯示，美國現在日均的檢測量已經達到了
11000 人。儘管很多沒有症狀的民眾仍然不能進行檢測，但相
較於 2 月時的一潭死水，美國如今的檢測力度已經大幅增強。
然 而，輿論和司法機構對 CDC 和 FDA 的問責，或許才剛剛
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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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共有四幅胡浚諺的作品
場內共有四幅胡浚諺的作品。
。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

■展覽展現了中國文化
展覽展現了中國文化。
。

藝術沒有地域的界限，藝術家在創作
中分享人共同擁有的人性、感受與想法，
讓觀賞者在當中找到共鳴。另一方面，觀
賞者亦能夠從作品的風格、創作手法、顏
■展覽亦帶來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展覽亦帶來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

色與線條運用等因素，順藤摸瓜揭開一個
藝術家的文化背景。油畫是西方的傳統繪
畫，但當它遇上中國藝術家，兩個文化互
相衝擊，會擦出怎麼樣的火花？作為中國
人的觀賞者又能否在油畫中與自己民族文
化相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部分照片由主辦方提供

5月2
《華人油畫與傳統》展覽由即日到
日於香港一新美術館舉行。展覽給

觀賞者帶來了二十世紀到當代的二十四位華
人藝術家，共四十六件油畫。傳奇女畫家潘
玉良、被譽為“東方馬諦斯”的丁衍庸、
“留法三劍俠”吳冠中、朱德群和趙無極，
以及沈平、林鳴崗、吳松、廖井梅等多位當
代香港畫家的作品都在當中展出。“中國人
用西方媒體和材料畫畫一定會受西方影響，
這個展覽就是希望前來的人能用這個角度去
欣賞，看看藝術家們在作品中有沒有保留中
國人的影子。”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在展
覽開幕式的時候表示，將不同年代的藝術家
作品放在一起展出是一個大膽的嘗試，他希
望觀賞者能夠藉着本次展覽清楚看見中國文
化傳統的展現。

中國畫重寫意西方重抽象

■吳冠中作品
吳冠中作品《
《北國之秋
北國之秋》
》

■胡浚諺作品
胡浚諺作品《
《城邊
城邊》
》

■廖井梅作品
廖井梅作品《
《Nipper
Nipper的暇想
的暇想》
》

油畫在康熙年間傳入中國，傳教士把油
■廖井梅作品
廖井梅作品《
《午後
午後》
》
畫技法帶入中國宮廷。除此以外，在民國初
期，中國不少青年學子先後赴英國、法國、
日本等地學習西方油畫，在中西往來頻繁以
後，油畫技術也被華人藝術家承傳下來。早
期的華人畫家在繪畫的時候，就會將中國傳
統繪畫的理念和技法直接寫進作品當中，讓
人在西方油畫的基礎上，欣賞到中國傳統書
法的線條以及對於其文化的情懷。楊春棠提
到，中西繪畫藝術過去朝着兩個不同的方向
發展，中國畫是從寫實發展到寫意，而西方
則從具象變成抽象，像是兩個無法互相搭上
的創作手法，華人藝術家卻將兩種元素融
合，變成別具一格的畫風，也從中充分體現
中國文化的底蘊。比如說，吳冠中當年回國
以後積極推動“油畫民族化”，讓觀賞者在
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國傳統水墨的神韻和西
■趙無極作品
趙無極作品《
《5-4-99
99》
》
方現代表現手法的視覺衝擊力。而趙無極則
從古代中國的視覺文化尋找靈感，仿照遠古甲骨 個香港的畫家，同時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其
與銅器的滄桑色調。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都能欣 中一個作品《城邊》，就充分展現東方傳統元素
賞到西方傳統藝術表達，也能追蹤到中國文化的 刻畫在西方油畫上的風格。《城邊》展示的是香
港新界邊界地區連接內地的一塊土地，沒有香港
影子。
象徵性的建築與風景，純粹畫出自己想表達的景
實景與情感的相結合
象。有別於一般的風俗畫，中國的畫家未必會刻
除了二十世紀的著名畫家以外，楊春棠這次 意照顧觀賞者的品味，他們純粹畫自己喜歡的東
亦特意帶來了幾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胡浚諺是其 西。“中國畫家與西方畫家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
中的一個畫家，一共展出了四幅作品。胡浚諺童年 的取捨。”楊春棠舉例，這幅靜態的風景畫，一
的時候從廣州來到香港定居，2007 年畢業於澳洲 般畫家都會用傳統觀念演繹出來。然而，胡浚諺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純藝術素描及油畫系。作為一 則更隨自己的喜好，沒有將人們心目中的“主角”

放在作品中，並透過自己的手法演繹一種精
神。“選景取物，是中國人的畫風。”楊春
棠認為《邊城》正體現到寫實和寫意的融
合，觀賞者不一定完全從作品中取得信息，
但是胡浚諺卻將意境給帶出來。

線條糅合中國畫重要元素
廖井梅是一位來自北京的畫家，曾在中
央美術學院修讀一年以後，前往前蘇聯留
學，1996 年畢業於俄國國立蘇里科夫美術
學院，擅長繪畫油畫與版畫。《午後》和
《Nipper 的暇想》是她在本次展覽的兩幅油
畫作品。廖井梅在《午後》描繪了一個沒有
頭部、女性的赤裸的身體，與其他畫作有截
然不同的風格。剛開始欣賞的時候不一定會
聯想到中國傳統，但仔細去看卻會發現這個
女性的身體是由線條和色塊組合出來。楊春
棠強調，中國無論是油畫或者山水畫，往往
都會用線條勾畫輪廓，而線條在中國畫裡面
是很重要的元素。“這種線條是很自然的，
就好像中國人寫書法一樣。”用西方的材料
寫出中國的線條，楊春棠認為越有中國題材
和情懷的作品，越能建立作品的風格。
《Nipper 的暇想》裡面有一條小狗坐在一片
荒蕪的空地上，而畫家的取捨是值得關注的
創作方向。廖井梅以一種意境作為作品的背
景，帶出小狗的精神狀態，她將小狗人格
化，讓牠變得懂得思考。用小狗趣致的形象
與體態帶出畫的味道、帶出意境，疑幻似
真。“狗是真實的，環境是寫意的。”楊春
棠說。
西方藝術與中國文化互相衝擊並不是一
個新的話題，但一新美術館從《華人油畫與
傳統》中，活化傳統藝術，讓人在新的角度
重新思考中國文化在油畫中所體現的力量與
深厚的底蘊。“世界還沒有完全做到全球一
體化，至今作品還是以國界去區分。而國界
怎樣區分呢？就是用文化去區分。”楊春棠
認為無論是二十世紀大師級的作品，還是當
代畫家的畫作，從他們的作品可見，中國文化從
內到外對他們來說都影響深遠，因此他相信中國
文化的底蘊一直都是植根在中國人的心裡。他接
着舉例吳冠中和徐悲鴻正正在國家最痛苦、動盪
的時期，發揮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功能，就是愛
國。他們的作品都帶動了社會的性能，因為畫作
都感動人心。“歷史永遠是重複的，即使時代在
改變，但也有很多傳統遺留下來。”楊春棠認為
藝術家想要在一個地方成名，要先愛那個地方，
因為創作不能孤芳自賞，它們是要給觀賞者展示
的，所以要先讓人感受到對一個地方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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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倩張新成
開啟"冰糖"系甜戀

《冰糖燉雪梨》開播
由朱銳斌執導，吳倩、張新成領
銜主演，周歷傑、楚月、曹博、何宣
林、魏天浩、韓玖諾、秦天宇等主演
的青春愛情競技成長劇《冰糖燉雪梨
》將於今晚 19:30 正式登陸浙江衛視中
國藍劇場。該劇根據酒小七同名小說
改編，講述了“速滑少女”棠雪（吳
倩 飾）在大學校園裏重逢“冰球男神
”黎語冰（張新成 飾），兩人在追逐
冰上夢想的過程中，收獲真摯愛情的
故事，劇情高甜又高燃，十分引人期
待。
青梅竹馬成歡喜冤家，吳倩、張新成
詮釋“冰糖系”愛情
在劇中，棠雪是壹名曾因在壹次
短道速滑比賽中意外摔倒受傷而放棄
夢想的普通大學生，熱心率真的她被
朋友們親切地稱為“棠主”。而霖大

冰球隊隊長黎語冰是個各方面成績優
異的陽光大男孩，素有“冰神”之稱
。棠雪和黎語冰既是共同擁有冰上夢
想的大學夥伴，又是壹對久別重逢的
青梅竹馬。童年時，膽小乖萌的黎語
冰壹直被“大王同桌”棠雪欺負，可
時過境遷，當他們再次相遇，形勢卻
已經完全逆轉。鬼馬精靈的棠雪與性
格外冷內萌的黎語冰猶如“火星撞地
球”般，他們之間會發生哪些逗趣好
笑的故事呢？這場甜蜜浪漫的愛情故
事究竟將如何展開？
今晚即將播出的劇情中，“速滑
少女”棠雪因誤入男浴室意外與黎語
冰上演了壹出浴室烏龍相遇，之後便
被指定招聘為他的助理，秒速開啟了
跑腿打飯、賣力陪練、被化醜妝等系
列“被整蠱”的高能橋段。從“青梅

竹馬”的青澀感到“歡喜冤家”的粉
紅感，高甜的畫風轉換估計會引起不
少觀眾的討論。同時，劇中鄧倫、武
大靖的驚喜亮相同樣充滿看點。另壹
方面，隨著花滑王子喻言（周歷傑 飾
）、霖大新聞系校花周染（楚月 飾）
、冰球隊員蔣世佳（曹博 飾）、棠雪
閨蜜夏夢歡（何宣林 飾）等角色的陸
續登場，這幅“校園青春群像”也將
被全景式展現，他們之間又將產生哪
些奇妙的化學反應？
“霖大”正式開學，冰上競技天團今
晚燃情上線
《冰糖燉雪梨》今晚 19：30 即將
登陸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作為國內
首部以冰上運動為題材的作品，聚齊
短道速滑、冰球、花滑三大備受期待
的冰上運動，在競技性、觀賞性，以

及青春熱血質感上融會貫通，令人充
滿期待。而由吳倩、張新成、周歷傑
組成的“霖大”冰上競技天團也可謂
十分亮眼，無論是棠雪對短道速滑的
執著熱愛，還是黎語冰對冰球奪冠的
堅持追逐，亦或是喻言對花滑的刻苦
磨練，都令人充滿熱血激昂之感。
誠如徐峰（鄧倫 飾）所言“夢想
本不會發光，會發光的是追夢的妳”
，在追夢的過程中，往往充滿著激昂
的鬥誌與不懈的努力，而這也正是浙
江衛視選中《冰糖燉雪梨》的主要因
素。作為夢想的起點，“霖大”今晚
即將正式開學，相信“冰上”天團定
能不負所望，交出壹份滿意的答卷。
值得壹提的是，《冰糖燉雪梨》
由爆款劇《香蜜沈沈燼如霜》的原班
人馬打造，為了展現真實的競技氛圍

和專業的運動技巧，本次特邀了包括
以中國男子短道速滑奧運金牌第壹人
武大靖等在內的近 200 名專業短道速
滑、冰球、花滑運動員及教練員參與
了劇集的拍攝工作，致力於真實呈現
燃情熱血的冰上運動競技感，高燃的
競技戲碼，相信屆時會引發眾多關註
。
作為《我在北京等妳》的接檔劇
，《冰糖燉雪梨》同樣是壹部青春愛
情與熱血追夢相交織的作品。由吳倩
、張新成組成的“冰糖 CP”即將正式
接檔“甜蝦 CP”上線，糖分依舊不減
，甜愛依然滿滿。有氧青春從追逐夢
想開始，高燃又高甜的故事即將拉開
帷幕，今晚 19:30 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
，《冰糖燉雪梨》甜蜜來襲，壹起逐
夢青春。

李宗翰《安家》收官新劇接檔

"劇拋式"演繹
每個角色

陪伴观众数日的电视剧
《安家》将迎来大结局正式
收官，单日网播破 3 亿，全网
播 放 量 突 破 42.5 亿 ， 多 次 卫 视
全国同时段排名第一，每一
项数据都标注着这部剧集的
“火热程度”。而在昨日的
剧情中，翟云霄与房似锦、
徐文昌之间纠葛不断的关系
，终于划上了句号，曾经的
双店长不但递出了辞呈，还
截胡了翟云霄即将启动的长
线项目，甚至把整个静宜门
店的销售都带走了，网友：
“这一次翟总损兵又折将”
。
从电视剧开播以来，“翟
云霄”这个角色似乎一直都
处于舆论的高点，每一次的
出场都能将观众的怒气引燃
，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上司

，翟云霄都缺少一定的胸襟
与气度，也恰巧是这样的角
色，让观众看到了一位好演
员在塑造角色过程中的“精
致”与“细腻”，李宗翰的
表演完美隐藏了自身的任何
特点，将性格、行为完全交
以角色，如果非要说他保留
了什么，那可能是翟云霄这
一人物保留了李宗翰“绅士
的衣品”。
剧中的“翟云霄”是一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与网
播剧《重生》中最新上线的
“薛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律师“薛冬”
是一位业务能力过硬，为人
处事都无懈可击的律场精英
，对于人性的剖析更为正面
一点。同样是李宗翰的表演
，在《重生》中内心戏份的

诠释与台词语气的拿捏下，
让人几乎忘却了隔壁“翟总
” 的 形 象 ， 做 到 了 真 正 的
“剧抛式演绎”，每个角色
都有其专属的气场，也都有
着立体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翰的
新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也
将在今晚接档《安家》，在
东方、北京两大卫视开播，
剧中靳东、李宗翰、李乃文
组 成 的 BHL boys 将 会 开 启 一
段疗伤之旅，李宗翰所饰演
的“黄九恒”正是组合中的
“智慧担当”，幽默风趣温
润有型。网友也强调从《恋
爱先生》开始，除了李宗翰
在表演上带来的惊喜外，他
的穿搭与衣品，也是观剧的
一大看点，“行走的绅士”
实力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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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暫時調整營業廳服務時間
鼓勵使用車道服務、
鼓勵使用車道服務
、網路銀行和商業現金管理服務

為 因 應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
COVID-19）
ID-19
） 擴散
擴散,, 金城銀行自即日起將採
取進一步防範措施,, 以期保護客戶和員
取進一步防範措施
工的健康和安全。
工的健康和安全
。
自即日起金城銀行暫時調整營業
廳服務時間如下::
廳服務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 點至下午
星期一至星期五
4點
星期六:: 維持原營業廳服務時間 (
星期六
早上 9 點至下午 1 點或 2 點, 請冾各分
行)
車道服務時間如下::
車道服務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 點至下午
星期一至星期五
5 點 30 分
星期六:: 維持原車道服務時間 ( 早
星期六
上 9 點至下午 1 點或 2 點, 請冾各分行
請冾各分行))
客戶可以經由下列多種途逕獲得
銀行服務::
銀行服務

行轉移資金和支付賬單 (www.golden
(www.goldenbank-na.com)。
bank-na.com)
。
2. 您可以通過我們的電子銀行存

入支票並轉移資金。
入支票並轉移資金。
3. 您 可 以 在 任 何 自 動 提 款 機
(ATM)免費使用提款卡
(ATM)
免費使用提款卡 /借記卡提取現
金*（金城銀行每月最多可報銷
金城銀行每月最多可報銷$
$100 的
自動提款機服務費）。
自動提款機服務費
）。
4. 您可以通過我們的車道服務存
入支票並存提現金。
入支票並存提現金
。
5. 您可以通過我們的夜間存款箱
服務存入支票和現金。
服務存入支票和現金
。
6. 您若需要開立新帳戶
您若需要開立新帳戶,, 或支付貸

款利息或還款等問題, 可以致電我們的
款利息或還款等問題,
客 戶 服 務 代 表,
表, 電 話 :
1-888
888-320
320-3838
3838。
。
7. 您也可以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
代 表 其 他 問 題,
題, 電 話 :
1-888
888-320
320-3838
3838。
。
8. 您 可 以 發 送 電 子 郵 件 到 On
OnlineBanking@goldenbank-na.com。
lineBanking@goldenbank-na.com
。
金城銀行將持續關注事態發展，
金城銀行將持續關注事態發展
，
並遵循美國疾病防制中心（
並遵循美國疾病防制中心
（CDC
CDC）
）和

地方政府機構的建議以減低疫情影響
。 金城銀行鼓勵客戶使用車道服務
金城銀行鼓勵客戶使用車道服務、
、
網路銀行和商業現金管理服務,, 同時將
網路銀行和商業現金管理服務
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提供並滿足客戶的
銀行需求。
銀行需求
。 如果有任何疑問或疑慮
如果有任何疑問或疑慮，
，
請於下列營業時間與金城銀行聯繫:: 週
請於下列營業時間與金城銀行聯繫
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7 點，週六上
午 9 點 至 下 午 3 點, 致 電 （888
888）
）
320320
-3838
3838。
。

1. 您可以經由金城銀行的網路銀

哈裡斯縣稅務局給予業主因 COVIDCOVID-19
19
而拖欠物業稅延長三個月申報
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
官安·哈裡斯·貝內特宣布
貝內特宣布,, 由於 COV
COVID-19
ID19 大流行
大流行,,稅務局將對所有 12 個月
的拖欠財產稅繳納計劃延長三個月。
的拖欠財產稅繳納計劃延長三個月
。
Bennett 說: 「 由於我們地區目前
的健康危機和由此造成的經濟不確定

性,目前計劃繳納 12 個月房產稅的業主
在三個月內不必付款。
在三個月內不必付款
。 " 不幸的是
不幸的是,, 州
法律要求仍評估適當的滯納金。
法律要求仍評估適當的滯納金
。 不過
不過,,
我希望這項擴展有助減輕業主在這個
關鍵時刻的負擔。
關鍵時刻的負擔
。
擁有 12 個月分期付款計劃的業主

不必在 2020 年 3 月、4 月或 5 月付款
月付款。
。
下一筆所需付款將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支付
日或之前支付,,每月支付一次
每月支付一次,,從 6 月
到業主首次財產稅支付協定截止日期
結束。
結束
。
收到付款延期的業主在支付最後

付款之前必須聯繫稅務局, 因為最終到
付款之前必須聯繫稅務局,
期金額將發生變化。
期金額將發生變化
。
需要注意的是,, 房產稅法要求哈裡
需要注意的是
斯縣稅務局仍然評估所有延長拖欠房
產稅繳納計劃的適當滯納金。
產稅繳納計劃的適當滯納金
。 稅務局
無權免除國家的罰款和利息。
無權免除國家的罰款和利息
。

業主可致電 713
713-274
274-8000
8000,, 或發
送 電 子 郵 件 至 tax.office@hctx.net 以
獲取更多資訊。
獲取更多資訊
。

休城工商

聯合健康保險擴展服務和資源 協助民眾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使用遠距醫療服務、
使用遠距醫療服務
、遠程醫療監護和個人化的雲端護理平台

(本報訊) 聯合健康保險(UnitedHealthcare)日前
宣佈了幾項新消息，其中包含擴大對測試、醫療
護理、藥物、遠距醫療服務、遠程醫療監護、和
創新個人化的雲端護理平台的服務範圍，檢測新
型冠狀病毒的症狀和風險評估，冀求保持高風險
患嚴重疾病人群的健康，並為大眾和家庭各成員
提供更好的護理服務、支持和資源以共渡時艱。
聯合健康保險行政總裁 Dirk McMahon 表示：
「我們正在採取行動支持會員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為患者及其醫療保健人員加強擴展

我們的遠距醫療服務、遠程醫療監護和網上醫療
資訊。我們正在竭盡全力保護會員的健康，讓會
員安心留在家裡，同時仍然使他們能夠獲得所需
的護理。」
測試和醫療護理
聯合健康保險將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CDC)指示，繼續豁免在批准地點所提供和新型
冠狀病毒測試相關費用。此外，無論是在醫生診
所、緊急護理中心、或是急診室接受護理，聯合
健康保險一律豁免與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相關的定

額手續費用、共同保險和自付扣除金。此承保適
用於紅藍卡優惠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和白卡
(Medicaid) 計劃會員，以及我們的僱主團體保險會
員。
藥物
符合資格的聯合健康保險和 OptumRx 會員，
若需要事先補充處方藥時可以撥打其會員卡上的
客戶服務專線以獲得協助。
遠距醫療服務(網上問診諮詢)
網上問診服務需求大增，為了加強系統使用
性和靈活性，聯合健保正在擴展遠距醫療服務，
讓民眾更容易與他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聯繫。使
用者將通過兩種方式獲得遠距醫療服務：
• 特選遠距醫療服務提供者 –會員可以免
費使用聯合健保指定的遠距醫療服務提供者，以
獲得既有的遠距醫療服務福利。
• 開拓更多遠距醫療服務提供者 - 在往後
的 90 天內，凡準備好相關配置並希望通過網上視
訊與患者聯繫的網絡內醫療護理提供者都可以提
供服務。聯合健保將豁免會員於新型冠狀病毒相
關看診的分攤費用。
高風險會員可以使用遠程醫療監護
• 聯合健康保險正迅速擴展個人化的雲端
護理平台，以供高風險會員和其他有特別需要人
士使用。該互動平台可提供有關預防、保險承保
、護理和支持的最新資訊，以協助會員快速評估
症狀、安排與醫生親身會面或視訊會面、與護士
聯繫、處方藥補充或安排送藥到府，並可使用 24
小時情緒輔導服務。聯合健保還增加有關新型冠
狀病毒的症狀與風險評估，可以幫助會員簡易地

從自己家中快速查看其症狀，然後指導會員獲取
適當的服務。
• 聯合健保正在為高風險會員安排新的技
術方案，包括居家護理管理平台。
• 聯合健保為確診或暴露新型冠狀病毒而
被家居隔離的會員建立了特別支持方案。該方案
將為會員安排專門的客戶服務專員，指導會員完
成隔離過程，並幫助協調以獲得藥物、用品、食
物和適當的護理，以及協助會員聯繫其他適用的
支持計劃。會員可以撥打會員卡背面的客戶服務
專線並指出醫生已建議自我隔離來參加該方案。
會 員 也 可 以 通 過 聯 合 健 保 護 士 專 線 Nurseline 或
HouseCalls 計劃而被推薦參加。
關於聯合健康保險
聯合健康保險致力幫助全國民眾過更健康的
生活，將健康護理事項化繁為簡，滿足消費者的
健康和保健需求，並與醫療護理提供者保持互信
的關係。聯合健康保險提供完善的個人、僱主、
及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俗稱 「紅藍卡」)和醫
療補助 (Medicaid，俗稱 「白卡」) 受益人的全方位
健康福利計劃，並與全國超過一百三十萬名醫生
和專業護理人員，以及六千家醫院和其他護理設
施直接簽約。
聯合健康保險還通過在南美州擁有和營運的
醫療護理設施為當地居民提供健保福利及照護。
聯 合 健 康 保 險 是 聯 合 健 康 集 團 (UnitedHealth
Group)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UNH) 旗下企業之
一。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聯合健康保險網站
www.uhc.com 或在 Twitter 上關注 @UHC。

美國老人保險 三月底前把握最後更換機會

長輩們 換張讓您更滿意的保險吧
換張讓您更滿意的保險吧！
！
(本報訊) 有些長輩在已經
加入保險後對保障不滿意，許
多人以為，一年只可以更換保
險一次，甚至有些人會認為買
了就永遠不能更改，但其實這
種想法並不正確，因為每年
1-3 月份都能有一次更換保險
計劃的機會。
在 每 年 的 10 月 15 日 到 12
月 7 日是年度更換計劃的時間

，通常長輩們都會在這個時間
段做出自己的保險選擇，然後
新的保險會在下一年的 1 月 1 日
開始生效。生效後，美國政府
給了所有長輩們一個相當好的
福利，因為有著長達 3 個月的
保險試用期，所以若有各種原
因不滿意已簽約的保險，從 1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一樣可以更
換為其他計劃。

提醒長輩們，1-3 月更改
保險計劃的機會只有一次，大
家務必慎重考慮之後再做決定
，因為一旦更改就不可再作改
變。保險公司通常都有多種多
樣的保險計劃可供選擇，當然
每個計劃有不同的優缺點。我
們了解每一位長輩們都想要更
好的福利，但不要輕易放棄您
每年一次的更改計劃機會，並

做好年度規劃的就醫行程。
我們會為您提供既便宜福
利又好的計劃，還會為您量身
打造最適合您的保單。歡迎您
與我們聯繫！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
請 與 「李 元 鐘 保 險 經 紀 公 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聯
繫 。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 休 斯

頓 華 埠 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 johnleehouston。本專
文全部內容，倘未經過筆者之
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
載。(李元鐘保險團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