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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壹家面包店制作復活節巧克力瑞士壹家面包店制作復活節巧克力 ““兔子兔子””戴上口罩戴上口罩

意大利南部城市莫爾費塔的壹家服裝廠裏意大利南部城市莫爾費塔的壹家服裝廠裏，，壹對意大利姐妹設計制壹對意大利姐妹設計制
作了創意口罩作了創意口罩，，上面印有意大利文上面印有意大利文：：andra tutto beneandra tutto bene，，意為意為：：壹切都壹切都
會好起來會好起來。。據悉這家服裝店在疫情發生之前專門設計制作時尚女裝據悉這家服裝店在疫情發生之前專門設計制作時尚女裝。。

意大利威尼斯的意大利威尼斯的““外賣小哥外賣小哥””
劃船給居民提供蔬菜劃船給居民提供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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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疫情下的中國制造：
“世界工廠”還好嗎？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很多領域都受到

影響。中國制造也經歷了不少波動。

壹邊是大量企業迅速轉產、復工復

產的“硬核”操作，壹邊也有部分企業

難以達產，存在訂單交付的風險。隨著

海外疫情的蔓延，不少外向型制造企業

感到壓力。

疫情之下，“世界工廠”還好嗎？
訂單情況怎樣？
數碼印花機智能印染，機械手有序

銜接……寧波申洲國際園區廠房內，壹

件件服裝“整裝待發”。

申洲為耐克、阿迪達斯等眾多知名品

牌做代工，是國內最大的服裝加工制造

企業。疫情發生以來，憑借從紗線、面

料、輔料到制衣全供應鏈的“硬核”掌

控能力，申洲有序復產，目前產能已完

全恢復，寧波工廠日產服裝達80萬件。

公司董事長馬建榮說，訂單交付沒有問

題，接單並沒有縮減。

在中國制造龐大的“陣營”中，壹

些企業憑借供應鏈的掌控力迅速達產，

化解風險。也有壹些行業、企業面臨著

不小的壓力。

2019年12月，我國制造業新訂單指

數為51.2%；2020年1月為51.4%；2月，

這壹數字明顯回落。壹邊是前期訂單的

交付，壹邊是新增訂單的把握，企業要

復工，更要滿產、達產。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壹些龍頭制造

企業，受國外部分門店關閉影響，訂單

出現延期風險；國內中小企業，特別是

外向型中小制造企業則更多面臨來自供

應鏈的壓力。

湖北是全球重要的汽車零部件生產

供應基地，湖北壹度停工讓不少整車企

業感到壓力。據不完全統計，多家汽車

企業部分車型生產線受到影響。

“我們組織梳理了國內7000余家全

球產業鏈核心配套中小企業，聯合相關

地方、部門重點服務，全力推進，也在

積極尋找可替代供應商。”工信部有關

負責人說。

復產復工有序有力推進，隨著產業鏈

各個環節逐步打通，困難正逐步解決。

公開數據顯示，目前全國除湖北外

的規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超95%，中

小企業開工率約60%。截至3月12日，

除湖北外，全國六成的制造業重點外資

企業復產率達70%以上。

“3月以來，外資企業在華生產經

營逐步正常，訂單完成情況在好轉，企

業信心在恢復。”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副

司長吳紅亮說。

是否會帶來產業轉移？
有外媒報道，疫情對我國全產業鏈

產生影響。疫情發生後，也有聲音開始

擔心，企業會加速將工廠遷移到海外。

“疫情的影響主要是生產的臨時受

挫或延遲，中國制造的生產能力沒有受

到破壞。不能因短時個別訂單轉移而簡

單下結論。”工信部賽迪研究院政策法

規研究所所長欒群說。

不可否認，近年來，壹些國際品牌

、本土制造企業等選擇在東南亞建廠，

這是企業從自身考量的多元化布局，不

能簡單理解為轉移。

專家認為，制造業是壹個體系，多

個環節縱橫交錯。這種體系的復雜性決

定了在壹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供應鏈需要

很長時間，而壹旦建立起來就具有黏性

。中國制造長期積累而成的基礎不會因

短時波動受到影響。

全球每賣4件泳衣就有1件產自遼寧

興城，河南稍崗鎮生產了全世界超過壹

半的鋼卷尺，“皮革之鄉”海寧、“國

際襪都”大唐……在中國經濟版圖中，

有不少看似“不起眼”的制造業小城，

它們作為供應鏈體系中的壹個個節點，

共同撐起了中國制造。

中國是全球生產體系的重要部分，

也是很多全球供應鏈的中心。把壹家工

廠轉走也許不難，但把生態體系轉走卻

絕非易事。

多位大型制造企業負責人均表示，

在供應鏈的配套以及生產的協同和效率

上，東南亞和國內仍有較大差距。雖然

疫情會帶來影響，但其他國家和地區並

不會因此而具備承接制造生態的能力。

此外，中國也是眾多商品的最大消費

國，市場的需求在，就會孕育更多生機。

疫情帶來哪些啟示？
壹場疫情如同壹次大考。經受了壓

力與挑戰，中國制造也在反思。

供應鏈的安全至關重要。隨著國際

分工不斷深化，全球供應鏈體系不斷擴

展，供應鏈能否處於優勢地位是衡量壹

國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疫情發生以來，國內眾多服裝、電

子、汽車企業能夠迅速轉產口罩，靠的

是穩定而靈活的供應鏈。未來更好應對

風險挑戰，抓住機遇，也需要強大的供

應鏈。

“我們牽頭組建產業鏈協同復工復

產工作組，就是為了保障供應鏈的穩定

復產。”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說。

記者從工信部獲悉，工信部正從提

升供應鏈安全、產業安全的角度，制定

相應的政策，著力保障重要原材料、零

部件和主要設備供給，推動協同發展，

維護全球供應鏈安全和穩定。

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疫情會

‘逼迫’壹些企業提升風險意識，更加

註重練內功。”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

楊元慶說，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與流程

，加大企業運營的信息化與數字化，堅

定走智能制造路線是不二選擇。

近期，中央和相關部門、地方有關

恢復經濟發展的壹系列政策中，“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壹詞頻繁出現。工信部

發布關於推動5G加快發展的通知，提速

5G網絡建設，培育新型生態。

壹系列旨在發力於科技前端、築牢

數字基礎的舉措，目的就是通過數字化

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制造與消費、金融等各環節緊密相

關。確保制造業的穩定發展，經濟社會

各環節也要協同。

加大“新基建”的同時，國家發展改

革委等23個部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促進

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

施意見》，特別提出構建“智能+”消費生

態體系，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

“築牢基礎、暢通循環、加強融合

，中國制造方能註入更多力量。”中國

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辛勇飛說。

阿裏巴巴“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時公共服務平臺緊急上線
綜合報導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阿裏巴巴集團

“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比利時公共服務平臺

緊急上線，力爭幫助中歐跨境電商尤其是中小企業

渡過難關。

當日阿裏方面舉行視頻記者會，宣布“世

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時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

線。“世界電子貿易平臺”由馬雲提出，意在

降低中小企業和個人跨境貿易成本，“讓天下

沒有難做的生意”，2018 年 12 月在比利時航空

貨運樞紐列日落地。

阿裏巴巴全球化辦公室秘書長宋君濤介

紹，“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時公共服務

平臺由阿裏巴巴集團與比利時海關聯手開發

，通過政企合作，實現跨境包裹報關清關全

程數字化，為商家通關、結匯、退稅等提供

便利。

宋君濤舉例，中小企業參與跨境貿易，壹

年的成交額可能不過幾萬美元，報關費卻可能

高達十幾萬美元，“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

時公共服務平臺著眼於此，將通關、結匯、退

稅等服務數字化，降低中小企業參與跨境貿易

的成本。

他同時表示，此次平臺上線，正值歐洲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蔓延，阿裏方面希望以此助力中歐合作

“抗疫”，恢復生產，幫助中歐跨境電商打贏“經

濟仗”。

比利時瓦隆大區(列日所屬大區)外貿與外國投

資總署首席運營官康蓬年在記者會上表示，受疫情

影響，現在歐洲很多國家的居民只能呆在家中，電

商迎來商機。“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時公共服

務平臺此時上線，料助力電商發展，可謂是非常時

期“危中有機”。

據介紹，除“世界電子貿易平臺”比利時

公共服務平臺，阿裏巴巴集團還與比利時海關

合作，將跨境電商在中國的保稅備貨模式復制

到比利時。現在歐洲消費者下單後，中國電商

無需從國內發貨，可直接從列日保稅備貨倉清

關發貨，大大節省了送貨時間。疫情期間，這

壹模式讓選擇在列日保稅備貨倉清關發貨的電

商做到了“不打烊”。

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隨着武漢主戰場新冠肺

炎疫情傳播基本阻斷，武漢17個

鐵路客站恢復辦理到達業務。28日

上午10時44分，由廣州始發的G1112次高鐵列車從廣州南站駛出，129

名滯留廣東的湖北籍旅客踏上團聚和復工的旅程，這是全國首趟外省終

到武漢的高鐵列車，標誌着湖北省外旅客返鄉、復工工作正式啟動。

赴漢高鐵重啟 滯粵遊子回家
鄂客：激動到沒睡好覺 盼生活工作恢復正常

等待了兩個多月終於能夠回家，能見到思念已
久的親人，有旅客激動落淚。他們當中，不

少人的親友感染入院，甚至去世。與家人團聚，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和工作，是他們最大的願望。

一直擔心在武漢的親人
在武漢某政府單位工作的李芳，1月21日搭

乘高鐵獨自前來廣州探親。她每年都要往返兩地
多次，但沒想到這次南下後，再次返回武漢已在
兩個月後。

“離開武漢之前就已經出現疫情，但後續發
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老公和婆婆都還在武
漢，一直為他們擔驚受怕。”李芳說，她每天通
過各種渠道收集武漢和家人的信息，丈夫也會至
少一天兩次報平安。

各地交通逐漸恢復，李芳一直在期待返鄂通道
的重啟。26日，得知廣州南站將恢復部分直達武漢
的高鐵，她迫不及待地通過親友和在粵商會了解情
況，最終順利買到車票。“27日晚上，我和幾個同
樣滯留廣州的武漢朋友一直在聊回家的事，大家都
非常激動。當晚我只睡了一兩個小時，今天一大早
就坐最早的地鐵趕到了廣州南站。”

愧疚沒照顧染疫家人
旅客袁慶彪同樣因探親而滯留廣州，在候車室，

他激動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車票。“這張回程
票，我等太久了，現在終於可以和家人團聚。”

年前來廣州出差的劉先生，歸期在即，心裡卻
五味雜陳。疫情期間，他先後有三個親人感染住
院，其中，原本身體就不太好的堂叔最終病重去

世。“回家確實很激動，能夠與家人團聚。另一方
面，疫情期間我不在他們身邊，沒能很好地照顧他
們，心裡很愧疚。”劉先生紅着眼圈說道。

感謝援湖北醫護及義工
旅客陳女士說，雖然這兩個月不在武漢，但

每天都看到很多感動的故事。“比如援助湖北的
醫療隊員，我們這些在外的湖北人真的想對他們
說一聲謝謝，是他們全力以赴救治我們家人。還
有我們社區工作人員，當地政府和義工一直值守
在我住的小區，送醫送藥送菜，很不容易。”

她還說，公司已經發出復工通知，她將很快
回歸工作。回到武漢後，做好自己，保持健康，
是對所有付出努力的人們最大的尊重。同時，她
也期待武漢重生，期待生活和工作恢復正常。

據悉，這趟車由廣鐵集團廣九客運段值乘，
為了完成此次運輸任務，廣九客運段成立黨員突
擊隊，除了對全車深度保潔和全面消毒，還配置
了口罩、手套等防疫用品。

為了做好這趟列車返漢工作，湖北省駐粵辦
一直多方協調和對接。當天協助旅客返程的湖北
駐深圳辦事處工作人員表示，由於是首趟恢復開
行的高鐵，兩地需要做不少對接工作，此次只安
排了100多位旅客，後續包括政府協調以及旅客
自行購票，將有更多人陸續返漢。

下午15時09分，列車準時抵達武漢站，包
括始發站、沿途站上車的279名旅客順利回到武
漢。武漢站為他們舉行了簡短而隆重的歡迎儀
式，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省長王曉東也在車站迎
接歡迎他們回家。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在此次
搭乘高鐵返回武漢的旅客當中，還有從國外返回的旅
客。肖先生和康女士年前前往澳洲探親和旅遊，原本
兩個星期的旅程，被拉長到了兩個月。

“我們1月20號出發，3天後武漢便封城，之後
看到每天大量市民感染。如果知道是這樣，我們不會
離開，因為雙方父母都還在武漢。”肖先生說，他們
每天都通過國內朋友以及社交媒體了解國內疫情最新
情況。

康女士說，疫情發生後已無心旅遊，每天在住所
關注湖北、武漢和家人。“澳洲當地疫情還是比較平
穩，沒有大爆發，但我們一直在那裡為湖北、為家人
祈禱平安。”

他們每天也通過網絡和電話督促父母遵守防控措

施，保持個人衛生。“除了擔心他們感染，另一個最
揪心的就是他們每天的飲食，特別是有段時間特別缺
菜，讓我們心疼不已。不過，還好這些問題最終得到
解決。”康女士說。

3月11日，夫婦倆從墨爾本乘機抵達廣州，隔離
了14天後一切正常。26日，兩人順利買到了G1112次
列車的車票。

直到目前，肖先生和康女士雙方父母以及其他家
人都沒有感染，這讓他們很欣慰。不過，他們有很熟
悉的朋友感染，甚至有一人去世，對此他們感到很難
過。

“看到國外疫情失控，我們國家反而成了最安全的
地方。看到國內人民的團結，還有政府、社會各界不斷
付出，我們真切地感受到祖國的強大。”肖先生說。

澳洲返穗隔離期滿返漢 夫婦：每日都為家人祈禱

■■ 33月月2828日日，，從廣州南始發的從廣州南始發的
GG11121112次列車到達武漢站次列車到達武漢站，，湖湖
北籍旅客紛紛下車北籍旅客紛紛下車。。 新華社新華社

■■袁慶彪展示回武漢的車票袁慶彪展示回武漢的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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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20 -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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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 2 3 4 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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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28/2020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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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Tuesday, March 31,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3月31日       Tuesday, March 31, 2020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華盛頓消息華盛頓消息：：眾議院議長南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佩洛西（（Nancy PelosiNancy Pelosi））週日批評唐週日批評唐
納德納德··特朗普總統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反應特朗普總統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反應，，稱稱““他一開始的否認是致命的他一開始的否認是致命的”，”，而他而他““擺弄擺弄，，人們人們
正在死亡正在死亡”（”（hehe ““fiddles, people are dyingfiddles, people are dying”）。”）。

佩洛西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傑克·塔珀（Jake Tapper）獨家採訪時說：“我們應該
採取一切預防措施。總統一開始的否認是致命的。”

隨著美國病側激增，佩洛西質疑特朗普何時被告知冠狀病毒及其對潛在影響的知識。 “我不知道
科學家對他說了什麼，這位總統什麼時候知道的？誰告訴他的？他知道了什麼？這是事後要審查的。但
是作為總統來擺弄，人們快死了。我們只需要採取一切預防措施。”

塔珀問她是否相信特朗普對危機的輕描淡寫已經使美國人喪命，佩洛西回答說：“是的，我是那樣
說的。”

她說：“因為當他（特朗普）第二天簽署法案時，他說20天前一切都很好。不，一切都不好。”
“ 在那20天裡，我們已經有近500例病例和17例死亡。由於我們沒有做好準備，現在我們有超過100,
000例病例和2,000例死亡。”

疫情爆發初期，總統對冠狀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壞程度不予理睬，但最近幾週，白宮冠狀病毒工作隊
加強了國家對策，部分採取了將醫療設備運往各州和醫院的措施。

在美國報告的死于冠狀病毒的人數在兩天內翻了一番，達到2,000多人之後，官員們建議紐約，新
澤西和康涅狄格州的居民不要國內旅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週六發布了旅行建議，敦促三個州的居民
“立即進行14天不要外出旅行”。

當被問及特朗普是否暗示她想放寬該國部分地區的社會疏離準則時，佩洛西說：“他拖延將設備運
往該地區的做法–繼續拖延了將設備運至所需的地點，這是致命的。現在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防止更多
的人喪生，而不是公開事情，因為我們只是不知道。”

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重要成員安東尼·福西博士也被問及在某些領
域放寬指南的想法。福西重申了他的立場：“你不做時間表，病毒做時間表。” 但是福西還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只要採取了有效的測試等適當措施，他就不會“反對釋放限制”。

他告訴塔珀說：“實際上，我在適當的位置支持它。但是，除非我們擁有實時執行這些措施，否則
我不建議這樣做。”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控制一切，而不必擔心必須減輕它們在
紐約、新奧爾良以及其他地方的狀況。這是可行的。但是只有將措施實施到位。”

週五，特朗普簽署了歷史性的兩黨兩萬億美元刺激計劃，以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該法案為各州分

配了至少12.5億美元，為哥倫比亞特區分配了至少5億美元。一些人批評了該法案，包括紐約州州長安
德魯·庫莫（Andrew Cuomo）。民主黨州長對撥款數額持批評態度，稱該法案未“解決收入短缺問題”
。

當被問及庫莫的評論時，佩洛西說：“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情。”她稱該賬單為“預付款”。
“我與美聯儲主席、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先生進行了交談，並請他做更多

的事情，因為自我們通過以來，他們有權這樣做，甚至有更大的權威”，她告訴塔珀。 “但我們必須
通過另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比我們擁有的（法案）更為重要。”

佩洛西佩洛西：：隨著特朗普隨著特朗普
““擺弄人們正在死亡擺弄人們正在死亡””

懼疫情 德州州長﹕從這些地方來的旅客皆強制隔離14日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全美各地
疫情不斷﹐德州州長格雷．艾伯特（Greg Ab-
bott）於29日下達命令﹐若搭乘飛機從全美各地
疫情嚴重地區前往德州旅客﹐落地後都要強制
隔離14日﹒
先前﹐州長艾伯特已經宣布﹐舉凡從紐約﹑紐澤
西﹑康士坦丁﹑紐奧良四處搭機前來的旅客﹐都
必須強制自我隔離﹐但並沒有特別限制「公路
旅遊」來德州者﹒
29日的記者會上﹐艾伯特將先前頒布的這項限
制令的範圍擴大﹐如今﹐連從邁阿密﹑亞特蘭大
﹑底特律﹑芝加哥﹐以及加州和華盛頓州乘機來

德州的旅
客 ﹐都 要
套用這個
14 天隔離
令﹒
針對疫情
慘重的鄰
居路易斯
安 那 州 ﹐
艾伯特也
宣布要將
需要強制

隔離的範圍﹐
從紐奧良擴大
至全州﹐且除
了航空以外﹐
從路易斯安那
州「開車」前往
德州者﹐也全
數需要隔離﹒
但州長表示﹐
「這項規定不
套用在為了商
業用途﹑軍隊

服務﹑緊急應援﹑健康應援或重大基礎設施等
前來的交通﹒」
此外﹐他也在記者會上指出若德州疫情大爆發
﹐目前「醫院容納量很多」﹐可以因應疫情﹐目前
現有的醫院仍是治療的「主要地點」﹒
他表示﹐由於一周前他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州內非必要的手術後﹐醫院的床位增加了
﹒過去一周﹐全州可為冠狀病毒患者提供的病
床數翻倍﹐截至週四﹐已有超過16,000張病床﹒

哈里斯監獄首起確診﹐獄內500人恐受波及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哈里斯郡監獄於
29日回報獄中首起新冠肺炎感染案例﹐讓先前
是否暫時釋放輕罪﹑年長囚犯議題再度浮上檯
面﹒
官方指出﹐這名囚犯現年39歲﹐於本月17日被
休城警方逮捕入獄﹐入獄後感到身體不適就醫
﹐29日被確診罹患冠狀病毒﹒這名囚犯已於上
周四26日﹐由醫護人員進行基本健康檢測後﹐
發現有高燒﹑高脈搏速率後﹐就先遭到隔離﹐目
前身體狀況安好﹒
哈里斯郡警長辦公室指出﹐截至目前有約 30名
哈里斯監獄的囚犯出現新冠病毒症狀﹐大約有
500名囚犯可能暴露在病毒之中﹐但還未出現
症狀﹐目前這些人都已全數隔離﹒警長辦公室
指出﹐有五名囚犯接受了篩檢﹐結果都是陰性﹒

德州州長艾伯特下令﹕
不得因病毒釋放危險囚犯

目前﹐冠狀肺炎病毒恐已在哈里斯郡﹑達拉斯
郡兩處的監獄﹑以及少年監獄蔓延﹒地方政府
力求方法防止疫情在獄中蔓延﹐比如釋放部分
囚犯﹐然而此舉卻與州政府的命令不同步調﹒

德州州長艾伯特於29日頒布命令﹐禁止各地監
獄因為病毒考量﹐「釋放危險囚犯上街」﹐並指
出「這並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反而會將民眾
的安危置於風險之中﹐讓德州更不安全﹒
這項命令指出﹐禁止地方政府將被指控﹑或曾
被以暴力罪名定罪的囚犯﹐「不支付保釋金」就
從監獄中釋放﹐除非他們負得起保釋金﹒保釋
改革律師則反駁這項命令違憲﹐並指出「暴力」
的定義是模糊和主觀的標準﹒
這項命令也激起各界反彈聲浪﹐反對者認為應
該盡可能讓囚犯從縣立監獄中釋放﹐因為獄內
的居住環境和惡劣的衛生條件﹐可能會使病毒
傳播風險增加﹒

德州檢察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29日要求干
預哈里斯縣的一項聯邦訴訟﹐聯邦法官正在衡

量是否要﹑以及
如何釋放哈裏斯
郡監獄的囚犯﹒
哈里斯郡郡長伊
達 戈 爾 （Lina
Hidalgo）過去曾
草擬一項行政命
令﹐希望在審判
前釋放免保釋金
﹑或是 55 歲以上
的年長囚犯﹐但
目前這項命令遭
到檢察長帕克斯頓擱置﹐帕克斯頓認為﹐地方

政府的權力不得凌駕於州政府
之上﹒哈里斯郡郡長伊達戈爾
在上周四的記者會中指出﹐目前
哈里斯郡正在尋求「合法的方法
」﹐來保護這些囚犯的健康﹐然她
也坦言「目前還沒有任何的解答
」﹐因此沒有簽署任何相關的行
政命令﹒
根據德州健康部門統
計﹐截至30日﹐德州境
內共有至少2552起感
染案例﹐釀成 34 死﹒
境內半數以上的郡政
府﹐都有回報感染案

例﹒
哈里斯郡警長埃德·岡薩雷斯（Ed

Gonzalez）便是釋放囚犯的擁護者﹐他表示「哈
里斯縣警長辦公室的醫務人員和拘留人員正
在採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防止冠狀病毒在
有將近8,000名囚犯的監獄內傳播﹒儘管大家
做出了最大努力﹐在監獄的惡劣環境中﹐幾乎
不可能遏制這病毒潛伏﹒」
早在21日﹐哈里斯郡郡長伊達戈爾就表示﹐將
釋放ㄧ些非重罪犯人﹐以解決監獄人潮過多問
題﹒而這個命令在26日出現新的急迫性﹐一名

青少年罪犯的冠狀病毒檢測呈
陽性後﹐官方恐監獄成了病毒傳
播的溫床﹐因此﹐哈里斯郡少年
拘留所目前不再接受新的囚犯
﹒染病少年所在的五樓拘留中
心﹐目前正在封鎖中﹐約十五名
少年犯遭到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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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美媒稱，研究人員警告稱，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
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空前規模的持久情感創傷，或許會在使經濟迅
速復甦的希望化為泡影的同時，迫使數百萬人竭力應對讓人身心
俱疲的心理障礙。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3月27日報導，創傷心理
學專家稱，新冠肺炎危機將多種心理健康壓力源結合到一起，這
些壓力源此前曾在其他災難中被人研究過，但人們從未見過它們
在一場全球危機中整合起來。

新冠疫情使許多人失去工作，數十億人隔離，幾乎迫使全球
所有人設法適應這樣一種感覺，即自己或親人的健康會突然變得
脆弱。這種疾病的性質意味著，不能確定最糟糕的時期什麼時候

才會結束。目前全球已有數十萬人感染，數万人死亡
，病毒仍在傳播，疫苗可能還要等一年多時間才能問
世。

美國塔爾薩大學創傷與災難心理健康問題研究人
員埃拉娜•紐曼說，她不得不查閱多個不同學科的文
獻才能弄清這場不斷發展的危機。她說，目前有分別
關於人類如何應對隔離、大規模災難和持續壓力源的
研究，但沒有研究同時關注這三點。紐曼說：“這是一場大規模
社區災難，但也有點像恐怖主義，因為有恐懼成分，持續存在的
恐懼。”

專家說，因疫情危機陷入經濟困境或失去親人的人也最容易

蒙受持久心理創傷。已有成癮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也會受到威脅
。

心理創傷專家還稱，相對較新的研究顯示，沒有直接受到危
機影響的人也有可能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

0303//3030 疫情更新疫情更新:: 大休斯敦大休斯敦
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增至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增至929929人人

美媒美媒：：科學家警告新冠疫情科學家警告新冠疫情
或造成空前規模心理創傷或造成空前規模心理創傷

（（本報訊本報訊 ））截至到週一上午截至到週一上午1111點點
,,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增至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增至 929929
人人,, 88人死亡人死亡,,5757人痊癒人痊癒..

•• 收到休斯敦地區居家令得影響收到休斯敦地區居家令得影響,,
從本週一開始從本週一開始,, 休斯敦大都市公交系統休斯敦大都市公交系統
的停車換乘車的停車換乘車(Park-and(Park-and ––Ride)Ride)服務服務,,
將暫停提供服務將暫停提供服務,,至德州醫療中心的乘至德州醫療中心的乘
車服務繼續進行車服務繼續進行..

•• 哈瑞斯縣監獄今天出現一名哈瑞斯縣監獄今天出現一名 3939
歲犯人出現病毒化驗陽性結果歲犯人出現病毒化驗陽性結果,,目前該目前該

監獄監獄 500500 人已經有被感染的可能人已經有被感染的可能,,但尚但尚
未出現相關的症狀未出現相關的症狀..

•• 面對死亡人數增加面對死亡人數增加,,川普今日發川普今日發
布延長布延長 3030 天時間天時間,, 接續保持社交隔離接續保持社交隔離,,
之前這項聯邦指導只是提出兩個星期之前這項聯邦指導只是提出兩個星期
時間時間..

•• 面對史無前例的重大疫情面對史無前例的重大疫情,,德州德州
的失業人口出現大幅飆升的失業人口出現大幅飆升,,由於企業被由於企業被
迫關門停業迫關門停業,, 許多企業已經開始裁員許多企業已經開始裁員..
休斯敦的休斯敦的AlleyAlley劇場劇場,,因取消了所有的演因取消了所有的演

出合同出合同,,損失慘重損失慘重,,被迫裁員被迫裁員7575%%的員工的員工,,
並成立緊急救援組織並成立緊急救援組織,,籌集資金渡過困籌集資金渡過困
境境..

•• 擁有賭場擁有賭場Golden NuggetGolden Nugget 以及上以及上
百個高檔餐廳的休斯敦億萬富翁百個高檔餐廳的休斯敦億萬富翁 TilTil--
man Fertitta ,man Fertitta , 將將7575%%員工實行無薪假期員工實行無薪假期
.. 44萬名員工受到影響萬名員工受到影響..

•• 休斯敦能源公司休斯敦能源公司ApacheApache 受到油受到油
價衝擊和疫情雙重打擊價衝擊和疫情雙重打擊,,目前已經宣布目前已經宣布
裁員裁員270270個職位個職位..

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股市尚未觸底股市尚未觸底
(本報訊) 華爾街投行伯恩斯坦（Bernstein）在報告中稱，市

場低點將取決於疫情封鎖措施的持續長短，而這是無法預測的。
以Inigo Fraser Jenkins為首的策略師們預計不會出現V型複蘇

，因為許多企業將被迫關閉。
策略師認為從絕對值來看股票並不是歷史性地便宜，但相對

其他資產類別而言有吸引力，從中期來看配置股票比較有利。

策略師表示，假設封鎖措施將持續一個季度，預計美國企業
盈利將在2020年下降36%，並將在2021年反彈33%，意味著美國
市場2021年的市盈率為17.5倍。

伯恩斯坦稱，股市估值在過去10年的範圍內，但預計不會
出現“衰退性谷底”。 2021年的股票風險溢價在6.5%是很高，
但仍低於極端危機水平。

策略師們預計經濟復甦後美國不會出現“回購狂潮”，但仍
然青睞美國而非歐洲股票，部分原因是中小型公司所佔比例較小
。

伯恩斯坦表示，自 1900 年以來，以往股票觸底時間要比
GDP觸底平均早5個月。

有人忙融資有人忙“花錢”
消費金融市場打響“保衛戰”

疫情之下，人們的活動半徑大幅縮

小，進而導致消費金融市場受到較大沖

擊，消費信貸大幅萎縮。眼看第壹季度

就要過去，壹場消費金融領域的“保衛

戰”正全面打響。

壹方面，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互聯

網金融科技公司正在通過發行信貸資產

支持證券（ABS）補充資本，增強風險

抵抗力；另壹方面，銀行信用卡業務部

門也采取花式“撒錢”手段來刺激消費

，以提振大幅萎縮的業務量。

密集補充流動性
毫無疑問，資本實力決定了持牌消

費金融公司的業務能力“半徑”。於

是，在這個消費金融市場尤顯冷清的

壹季度，壹些頭部公司索性沈下心來，

希望通過融資進壹步擡高競爭門檻。

記者獲悉，兩家頭部持牌消費金融

機構近期正在發行ABS補充資本。據

Wind查詢顯示，捷信消費金融公司將於

3月24日發行今年第二期ABS，規模為

25億元。本期ABS是2019年11月6日捷

信消金獲得央行批準的200億註冊額度

下的第二期。今年1月，捷信消金完成

了首期發行，規模同樣為25億元。

馬上消費金融證實，該公司2020年

第壹期ABS發行正在進行手續審批備案

。而馬上消費金融首次發行ABS補資本

是在去年11月。

幾乎同壹時間，消費金融市場的另

壹批實力隊伍——互聯網金融科技公司

近期也在啟動發行ABS。據悉，今年以

來，百度旗下度小滿金融已有兩單ABS

儲架項目獲批，合計額度達130億元。

業內人士認為，消費金融市場相關

參與方此輪的ABS密集發行，主要是行

業受疫情沖擊下的應對之策，兵馬未動

，糧草先行，先“囤好糧”才能應對可

能的還款延期和逾期率上升。早先，馬

上消費金融、中郵消費金融等機構就宣

布采取延長還款期限、減息免息等應急

措施。

但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表示，單就融

資手段而言，發行ABS如今已頗受持牌

消費金融機構青睞。原因主要在於：壹

是融資成本低，二來可以盤活存量

資產。數據顯示，5家持牌消費金融公

司2019年全年ABS發行規模約185.44億

元，較上壹年增長大約34%。馬上消費

金融去年完成首期發行後也嘗到了甜頭

，表示ABS“可以加快公司資金流轉，

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將推動ABS發行常

態化”。

想方設法刺激消費
受疫情影響，消費金融市場的另壹

主力軍——銀行信用卡業務首當其沖出

現大幅下挫。

壹家股份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向記者

透露：“線下消費場景前期壹直處於停

滯狀態，交易量下降非常多，今年原定

目標肯定泡湯了。”

最新數據也佐證了上述說法。人民

銀行上海總部日前公布的上海貨幣信貸

數據顯示，2月份個人汽車消費貸款減

少145億元，同比多減34億元；個人其

他消費貸款減少186億元，同比多減70

億元。

除疫情影響之外，另壹個因素也不

能忽略：信用卡業務經過近兩年白熱化

競爭，潛力已經充分挖掘，行業“天花

板”或許已經觸手可及。央行發布的

2019年第四季度支付體系運行數據顯示

，雖然 2019年信用卡量增速同比增長

8.78%，但較上年16.73%的增速已經少了

近乎壹半。

兩項因素疊加，銀行對信用卡業

務開啟刺激消費的花式補貼“自救”

模式。

記者獲悉，招商銀行信用卡於3月

初發起“逾越者聯盟”，籌集7億元專

項資金補貼餐飲等商家，刺激消費，進

而將其轉化為銷售率。此外，該行還為

合作商家提供包括手續費減免在內的優

惠政策，助力商家資金流動效率提升。

廣發銀行信用卡也宣布“重啟

2020”活動，激發旅遊、餐飲、電商等

多領域的消費活力，除了助力數千家商

戶，還將以返還禮券等形式對客戶的消

費行為進行獎勵，滿足消費者“吃喝玩

樂購”全方位需求。

證監會：資本市場平穩向好趨勢不變
國新辦就應對國際疫情影響，維護金融市場穩

定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表

示，外資流動對A股市場有擾動，但不是顛覆性、

根本性的沖擊。當前，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

股市估值水平處於歷史低位。總的來看，外部環境

的影響是階段性的，不會改變中國資本市場平穩向

好趨勢。

A股市場展現較強韌性
李超指出，與境外市場相比，A股市場展現出

較強韌性和抗風險能力，得益於金融體系近些年來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在國務院金融委的領導

下，持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前布局，

下出先手棋，采取了壹系列積極有效的風險緩釋措

施。

李超表示，當前股票市場的杠桿資金總量與

2015年高峰時相比下降80%。對股票質押風險采取

了降存量、控增量等壹系列措施，主要風險指標趨

勢性好轉，高比例質押上市公司數量較高峰時期下

降1/3。優化交易監管，提高透明度，增強市場對

監管的明確預期。堅持資本市場改革開放，2019年

進行了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等壹系列改革。

李超介紹，今年前兩個月，交易所市場股票、

債券合計融資約1.3萬億元。其中，IPO完成發行38

家，募資724億元，再融資901億元；交易所債券

市場發行1.1萬億元，同比增長30%。當前統籌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3月

各項指標都有了明顯邊際變化。從上市公司的調研

情況看，復工率超過98%，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疫情對A股影響逐步消化
“外資流動對A股市場有擾動，但不是顛覆性

、根本性的沖擊。”李超分析，我國資本市場比較

穩定，抗風險能力較強，波動較小，這些得益於風

險隱患得到部分緩釋，同時得益於兩方面因素：壹

是從A股市場內在結構看，A股市場估值較低，上

證綜指市盈率不超過12倍，上證50市盈率更低，

不到9倍；二是從A股市場面臨的宏觀環境看，中

國的疫情防控與境外處於不同階段，疫情對A股市

場的影響逐步得到消化，企業復工復產加快推進。

從債券市場情況看，外資流出不明顯，甚至還

有小額流入。從股票市場看，近壹個月流出數額較

大，也較集中，但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外資從A股

市場凈流出約200多億元。由於過去特別是2019年

外資進入A股市場比較集中，數額較大，所以拿近

壹個月的數據與以前比，可能反差較大，但實際凈

流出規模並不大。目前外資占A股市場流通市值的

比重不足4%，交易占比也不是非常大。

資本市場改革不受疫情影響
李超表示，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工作不會受疫

情影響，創業板改革將重點抓好註冊制主線。

關於推進創業板改革，李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

表示，證監會已做了壹定階段的認真研究論證，包

括在壹定範圍內征求意見。在重點抓好註冊制主線

的同時，

會在發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壹

系列基礎制度方面，作出改革安排。相關工作正有

序推進。同時，證監會將按照已公布的資本市場改

革12項重點工作，包括推進註冊制改革、提升上

市公司質量、改進和強化中介機構服務質量、保護

投資者權益、創造更加有利於中長期資金入市的環

境等，繼續加大推進力度，努力打造壹個規範、透

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在開放方面，重點有兩個。”李超介紹，

壹是在市場開放方面，證監會正在推進相應制度

規則，下壹步會繼續穩妥地擴大可投資的範圍和

品種；二是在準入方面，2019年證監會核準幾家

外資控股證券公司。日前，證監會公布，從4月

1日開始，可申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外資獨資

審核。總的來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方向是堅

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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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吃什麼？”這是媽媽 每天的必問
和頭痛！ 還好, 休斯頓有許多不同的餐廳提供
眾多的用餐選擇！在 Covid-19 “ Stay at
Home”期間，現在問題成了“我們今天吃什
麼？” 是三餐的考慮了。 媽媽厭倦了購物，
做飯和難以取悅所有家庭成員的口味嗎? 讓我
們訂外賣吧?! 然後另一場戰鬥將開始....哪家
餐廳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

AMA On-The-Go是為凱蒂亞洲城（KAT
）量身打造的整合外賣平臺，您可以點你喜
歡的食物而不需考慮個別餐廳有在同一個訂
單中。

為了節省您的麻煩，我們先行並列了KAT

個別餐廳的熱門菜單，讓您可以更便捷的訂
餐。 您可以同時將咖哩牛肉飯，湯麵，海鮮
煎餅，雞翅，泡芙和奶茶等一起訂！ 也就是
從 主 菜 ， 簡 餐 到 甜 點 和 飲 料 ， AMA
On-the-Go讓您一次訂足, 滿足全家的味蕾！

步驟很簡單: 請登上 http://KatyAsian-
TownTX.com/，然後從我們簡便的熱門菜單中
挑選妳喜歡的食物。 所以是從多家餐廳點餐
嗎？ 是的，這就是AMA On-the-Go如此令人
興奮和獨特的原因，它使得你不再侷限於一
家餐廳的食物, 而是針對你的需要來做多樣選
擇! 再來就是好整以暇, 讓我們的Delivery 團隊
外送或您來提領這些美味了!

限時特惠! 凱蒂亞洲城（Katy Asian Town
）半徑8英裏範圍內的居民，只要訂購滿35
美元及以上的訂單AMA On-The-Go 將於（3/
27-4/3）免運費送餐! 這比其他的送餐服務隊
消費者更有優惠! 如果您住在外送範圍之外，
也歡迎您上網訂餐, 不過請您親自來凱蒂亞洲
城取餐。

我們相信KAT商家齊心協力能保持我們
的實力！ 我們將在這裡為您持續提供“亞洲
風味”的美味，也期待您能繼續支持我們!

參與的KAT商店：
Soju 101
Atami Express II (Zake Sushi Lounge)
Beard Papa Chung Wang
BBQ
Phat Eatery Tony Moly
Gong Cha Meet Fresh
Bubble Egg Panntea
Ten Seconds Tea Top
Eight Turn Crepe Square Root
Poke
Ten Second Noodles Yummy Pho
& Bo Ne
Yummy Seafood & Oyster Bar

還有更多, 敬請期待….
AMA

On-The-Go
由 AsUnited
Marketing Al-
liance Group
(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
集團創建和打
造的平臺，是
聯禾地產的負
責人 Josie Lin
（林承靜）女
士憑著不局限
於單一端的服
務意圖， 進
而延伸與其他
服務提供商和
零售店家進行

整合，期待打造多贏的共榮圈這個理念而創
建的平臺。通過AMA Group這個平臺，讓更
多的人與多元社區的需求連結，為多元族裔
的服務行業企業與零售商家，幫助他們聯結
，合作並成長。該平臺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
有價值的商業機會、解決方案、服務和對創
業家的支持。

自2019年初成立至今，AMA Group已經
為凱蒂亞洲城“風味亞洲“的整體形象宣傳
，打造了包括凱蒂亞洲城歡樂慶新年活動
Katy Asian Town LunerFast，歡樂母親節活動
Cuddle Your Mommy，商家媒體宣傳等一系
列的營銷活動。透過不同的行銷活動, AMA
Group將更有效地整合資源, 利用現有優勢, 開
展整體的營銷企畫項目。

AMA Group的願景是吸引更多的夥伴加
入， 更多的服務商家加入合作夥伴(CS Part-
ner)的行列, 更多的零售商家成為AMA會員
(AMA Member) 。參與加強AMA集團的品牌
陣容,不僅有免費整合行銷的機會, 還有更多的
資源幫助你的生意成長!

United Markeing Alliance (AMA Group)聯
亞營銷聯盟集團
電話：346-298-3466
郵箱：team@asunitedmarketing.com

創新的創新的AMA On-The-GoAMA On-The-Go
一站式訂餐外送服務一站式訂餐外送服務,,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

美國人口普查局敦促亞裔美國社區美國人口普查局敦促亞裔美國社區
回答即將到來的回答即將到來的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55 日日 —— 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天在修斯頓的華人社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天在修斯頓的華人社
區中心與區中心與 德州亞裔媒體會面德州亞裔媒體會面，，強調需要精確地統計所有亞裔美國強調需要精確地統計所有亞裔美國
人人數人人數，，討論了人口普查局的公眾宣傳討論了人口普查局的公眾宣傳 活動活動，，並預覽了下周開始並預覽了下周開始
統計之前即將播放的亞裔語言廣告統計之前即將播放的亞裔語言廣告。。

美國憲法強制規定美國憲法強制規定，，為了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的席位為了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的席位，，需要需要
每每 1010 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局數據還用於確定每年如何人口普查局數據還用於確定每年如何
向州和地方社區分配超過向州和地方社區分配超過675067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用於服務和基用於服務和基
礎設施礎設施，，包括醫療保健包括醫療保健、、工作機會工作機會、、學校學校、、道路和企業道路和企業。。

下周下周，，美國住戶將陸續開始收到美國住戶將陸續開始收到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郵件年人口普查郵件，，人人
口普查局的代表解釋了口普查局的代表解釋了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如何惠及社區的每個人年人口普查如何惠及社區的每個人，，
並提供了多種語言版本在線問卷的解釋指南並提供了多種語言版本在線問卷的解釋指南。。

““經過多年準備經過多年準備，，我們將邀請美國每一個住戶參加我們將邀請美國每一個住戶參加 20202020 年年
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局內容人口普查局內容、、翻譯和波多黎各及島嶼地區運作部翻譯和波多黎各及島嶼地區運作部
副部長副部長 Jennifer KimJennifer Kim博士說博士說：： ““我們充分相信運作和宣傳將覆蓋我們充分相信運作和宣傳將覆蓋
包括亞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社區包括亞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社區。“。“住戶將首次有機會通過三種住戶將首次有機會通過三種
方式答復方式答復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在線在線、、電話或郵件電話或郵件。。從下周開始從下周開始，，
全國大部分人將可以在線或直接通過電話回答全國大部分人將可以在線或直接通過電話回答，，使用的語言可以使用的語言可以

是英語和是英語和 1212 種其他語言種其他語言，，包括中文包括中文、、越南語越南語、、韓語韓語、、他加祿語和他加祿語和
日語日語。。有了這些選項有了這些選項，，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比以前更加便利年人口普查比以前更加便利”，”，
KimKim 說道說道：：

““準確的人數對準確的人數對 德州德州 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人口普人口普
查數據影響著我們的學校查數據影響著我們的學校、、公園公園、、醫院和社區獲得的資金醫院和社區獲得的資金，”，” 美美
國人口普查局丹佛地區主任國人口普查局丹佛地區主任Cathy LacyCathy Lacy 談到談到：“：“亞裔美國人是修亞裔美國人是修
斯頓地區重要的人口組成部分斯頓地區重要的人口組成部分，，是德州一個快速增長的社區是德州一個快速增長的社區。。他他
們參與們參與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對自己的城市獲得資源至關重要對自己的城市獲得資源至關重要。。

超過超過 3030 萬個國家和地方的組織作為萬個國家和地方的組織作為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合作夥年人口普查合作夥
伴簽署了協議伴簽署了協議，，承諾將利用自身的資源鼓勵人們參與承諾將利用自身的資源鼓勵人們參與 20202020年人口年人口
普查普查。。人口普查局與全國各地深入社區的社區組織合作人口普查局與全國各地深入社區的社區組織合作，，產生了產生了
更大的影響並觸及更廣泛的群眾更大的影響並觸及更廣泛的群眾，，為準確統計人數奠定了基礎為準確統計人數奠定了基礎。。
KimKim 和和 LacyLacy與與兩位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出席兩位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出席。。

Chi-mei Lin (Chi-mei Lin (華啟梅華啟梅),), 華人社區中心華人社區中心 CEOCEO歡迎與會者出席會歡迎與會者出席會
議議，，她說到她說到：“：“能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此次活動和能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此次活動和 20202020年人口普年人口普
查等影響亞裔美國人的重要工作方面合作查等影響亞裔美國人的重要工作方面合作，，華人社區中心為此感華人社區中心為此感
到非常自豪到非常自豪。。華人社區中心理解為什麽準確的華人社區中心理解為什麽準確的 20202020年人口普查人年人口普查人
數是必要的數是必要的，，並致力於與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和更廣泛的修斯頓社並致力於與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和更廣泛的修斯頓社
區分享這一知識區分享這一知識。”。”

BPSOS-BPSOS-修斯頓修斯頓 總監總監 Jannette DiepJannette Diep 為此次活動的演講嘉賓為此次活動的演講嘉賓
。“。“必須算上必須算上BPSOS-BPSOS-修斯頓所服務的社區修斯頓所服務的社區。。面對從語言障礙到面對從語言障礙到
誤解和恐懼等各種挑戰誤解和恐懼等各種挑戰，，東南亞人口的確很難統計東南亞人口的確很難統計，”，” DiepDiep說到說到
：“：“作為一名越南移民作為一名越南移民，，我親身體會到我們的社區所面臨的這些我親身體會到我們的社區所面臨的這些
挑戰挑戰。。但是但是，，BPSOS-BPSOS-修斯頓正在全力參與修斯頓正在全力參與 20202020年的人口普查宣年的人口普查宣
傳活動傳活動，，並希望確保我們的社區得到公平的資源並希望確保我們的社區得到公平的資源、、服務和項目服務和項目，，
只有從下周開始的統計算上他們只有從下周開始的統計算上他們，，我們才能得到公平的資源我們才能得到公平的資源、、服服
務和項目務和項目。”。”

TDW+CoTDW+Co 是是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全國整合的交流活動亞裔美國年人口普查全國整合的交流活動亞裔美國
人合作夥伴人合作夥伴，，也是宣傳交流亞裔受眾的專家也是宣傳交流亞裔受眾的專家。。TDW+CoTDW+Co 於於 11月中月中

旬推出了廣告旬推出了廣告，，旨在教育和告知亞洲語言的受眾旨在教育和告知亞洲語言的受眾，，TDW+CoTDW+Co 現在現在
正準備推出下一輪廣告和資源正準備推出下一輪廣告和資源，，以激勵亞裔美國人回答以激勵亞裔美國人回答 20202020年人年人
口普查口普查。“。“我們很高興我們的社區能夠通過亞洲語言媒體參與廣我們很高興我們的社區能夠通過亞洲語言媒體參與廣
告宣傳告宣傳，，並提高人口普查的回答率並提高人口普查的回答率，”，” TDW+CoTDW+Co 創始人創始人 兼負責兼負責
人人 Tim Wang (Tim Wang (王開明王開明))說道說道：： ““在準確地統計我們的社區人數方在準確地統計我們的社區人數方
面面，，我們都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都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這至關重要這至關重要，，因為統計結果將因為統計結果將
在今後在今後 10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們產生影響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們產生影響。。現在是我們所有人現在是我們所有人
幫助塑造我們未來的時候了幫助塑造我們未來的時候了。。

介紹會結束時介紹會結束時，，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TDW+CoTDW+Co 常務總監常務總監 Ed Chang (Ed Chang (
張庭楷張庭楷))敦促亞洲語言媒體共享關於敦促亞洲語言媒體共享關於 20202020年人口普查的信息年人口普查的信息。。他他
說說：“：“今天的活動對我們的社區很重要今天的活動對我們的社區很重要，，因為媒體在激勵亞洲語因為媒體在激勵亞洲語
言受眾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言受眾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對今天活動的報道應該提高人們的認對今天活動的報道應該提高人們的認
識識，，並推動亞裔社區回答人口普查並推動亞裔社區回答人口普查。”。”

介紹會吸引了修斯頓和其他地區的亞洲語言媒體到會介紹會吸引了修斯頓和其他地區的亞洲語言媒體到會，，代表代表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互聯網和電話回答選項支持的四大亞洲語言年人口普查互聯網和電話回答選項支持的四大亞洲語言：：
中文中文、、韓語韓語、、他加祿語和越南語他加祿語和越南語。。

這是第三次包含專門廣告和宣傳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這是第三次包含專門廣告和宣傳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在
20002000 年和年和 2010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年的人口普查中，，人口普查局也利用了廣告人口普查局也利用了廣告、、夥夥
伴關系和宣傳交流活動來提高人們對普查的認識和參與伴關系和宣傳交流活動來提高人們對普查的認識和參與。。較高的較高的
自我回答率可以提高人口普查的準確性自我回答率可以提高人口普查的準確性，，並通過降低無應答住戶並通過降低無應答住戶
的人口普查後續成本來節省納稅人的錢的人口普查後續成本來節省納稅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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