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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2200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賣的好賣的好
電話電話:: 281281--766766--84818481
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Southern News Group

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的美南新聞網站隆重推出5大板塊提升,

為客戶，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2020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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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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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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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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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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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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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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3 月20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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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青年導演：
停拍不停工 期待復映文藝片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國內影

視行業按下了暫停鍵，影院停業，劇組停

工，這突如其來的災難給電影人壹記重拳

。不過，國內眾多電影人並沒有被疫情打

倒，很多青年導演在這次疫情中，壹邊休

養生息，壹邊重整旗鼓、蓄勢待發。

記者采訪了6位青年電影導演張大

磊、王壹淳、周子陽、鵬飛、松太加和

拉華加，他們都因為疫情打亂了新年伊

始的工作計劃，但又適時調整狀態去積

極應對疫情。他們在有目的看片和深度

閱讀中為自己充電，同時他們又在壹些

有關疫情的溫暖新聞中感悟到人性的光

輝，在對壹些問題進行反思的同時，開

始對合適的新聞事跡進行挖掘和創作。

他們在采訪中幾乎都認為疫情防控

所需的周期勢必會對今後的中國電影市

場產生巨大影響，盡管今年下半年電影

市場的檔期撲朔迷離，但他們表示，困

難終會過去，要從各自的情況進行積極

面對，如同其中壹位年輕導演所說，

“疫情之後我們會變得更強大”。

6位青年導演停拍不停工

作為導演群體中的青年近衛軍，這6

位導演都有風格不同的新作品在疫情期

間進行制作和推進：《八月》導演張大

磊保證2018年就殺青的電影《藍色列車

》今年肯定會上；《黑處有什麽》的導

演王壹淳年前剛籌到新片《綁架毛乎乎

》的投資，疫情期間“雲建組”，每天

固定時間和比利時攝影師聊拍攝方案；

《老獸》導演周子陽去年底剛殺青了新

作《烏海》，疫情期間通過線上辦公，

協調各地工作人員開展後期工作；《阿

拉姜色》的藏族導演松太加從新聞中得

到靈感，創作新劇本，表示疫情結束後

有兩個電影項目開拍，立馬進入緊張狀

態；《旺紮的雨靴》的藏族導演拉華加

目前也在家創作壹個新劇本，有可能今

年會開拍；《米花之味》的導演鵬飛的

新作《又見奈良》去年底剛殺青，現在

正在與中方監制賈樟柯和日方監制河瀨

直美通過視頻連線進行後期制作上的溝

通。

[張大磊]
代表作：《八月》（2016年）
待映影片：《藍色列車》
新作基本定版，今年肯定會上
張大磊在2016年拍完《八月》之後

，他執導的新片《藍色列車》其實早於

2018年就已殺青。影片由梁景東、海清

主演，講述上世紀90年代初，勞改犯馬

彪出獄回到東北中俄邊境的老家，在尋

找蘇聯情人酒吧歌手卡琳娜的過程中體

會到了人間冷暖。《藍色列車》拍完後

，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修改和調整，現

在最終定稿的這壹版，基本上是符合張

大磊對自己要求的版本。不過，因為疫

情，沒辦法去機房，影片還有壹點後期

工作沒法進行。

張大磊說，原本《藍色列車》是計

劃今年上半年上映的，上映之前想再參

加壹些國內外影展，但由於疫情原因計

劃被打亂了，不過很多電影節也都延期

了，還是希望有機會先參加影展，再考

慮上映的事情，上半年上映不了，就下

半年，“反正今年之內肯定會上，時間

也是太久了，會影響下面的創作，畢竟

壹個事兒還沒做完，總放在那兒，不能

全心地投入下面的事情。”

盡管前作上映沒找落會有影響，但

在疫情期間，張大磊也在寫新劇本，

“這個劇本基本是和《藍色列車》壹起

誕生的想法，人物都有關聯。圍繞《藍色

列車》我有（拍攝）四部電影的計劃，都

是講述這幾個對生活充滿熱情，充滿生命

力，但很卑微，容易被遺忘的人的事情，

希望構成壹個屬於他們的世界。”

[王壹淳]
代表作：《黑處有什麽》（2015年）
籌備影片：《綁架毛乎乎》
疫情期間多靠線上商量拍攝方案
2018年，王壹淳創作的第二部電影

的劇本《綁架毛乎乎》（又名《陌生人

的糖》）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具價值

投資項目，故事有別於純現實題材，略

帶荒誕，講述壹個保姆聯合剛出獄的男

友綁架了主人家的小孩。2019年底，影

片剛籌到投資款，本想著過完年後就開

始招兵買馬，今年三四月份就開拍了，

但因為疫情原因，整體只能往後推了。

現在《綁架毛乎乎》只能零敲碎

打地籌備，王壹淳有些焦慮，目前演

員都不好定，因為年前演員有片約沒

拍完的，現在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拍

，只能往後推，而未來能為《綁架毛

乎乎》爭取到什麽檔期，更是無法確

定。但對於王壹淳，也有意外收獲，

比如說工作人員，尤其那幾個大的部

門，本來之前談過檔期對不上的，現

在突然就有檔期了。這段時間，王壹

淳每天的工作安排，有時候改兩筆劇

本，然後和各個部門的人保持著溝通

。目前，劇組已經定下了壹位比利時

攝影師，他剛給 BBC 和奈飛 Netflix 拍

了壹部新劇《毒蛇》，該劇現在在做

後期。王壹淳就和人在比利時的攝影

師每天約在下午5點的固定時間，通過

線上，壹場場地過拍攝方案。

[周子陽]
代表作：《老獸》（2017年）
待映影片：《烏海》
現在最想找大銀幕看下粗剪新片
2019年12月，周子陽剛拍完他的新

片《烏海》，由黃軒、楊子姍主演，故

事講述楊華因在事業上遇到坎坷，和妻

子之間累積的矛盾爆發，為了讓自己順

利地跨過這壹艱難的時期，楊華差點編

織出壹些離奇的事件，但最後計劃卻終

止了，楊華的家庭矛盾終於得到解決，

他也在這期間有了巨大的感悟與成長。

導演周子陽與演員黃軒和楊子姍在影片

《烏海》拍攝現場。

去年底的時候，《烏海》也剪得差

不多了，原計劃2020年春節後電影要做

後期，包括聲音、調色、作曲等，所以

這次疫情對電影後期工作影響不是很大

，各個部門都是在家裏工作，基本都是

網絡溝通，每天都推進工作。不過，整

體來講，速度還是比正常時稍微慢了壹

些，畢竟還是沒有直接見面溝通快，

“比如說調色、聲音、特效等，只能通

過電話或者語音壹點點描述，因為工作

人員都分散在各地，分配任務的時候先

提交到他們內部，然後再提交給我，會

影響壹些效率，但大的進度還是有序往

前推進”。

目前，電影的後期進度第壹版基本

做完了，周子陽想最近找壹個大銀幕

放壹下，看壹遍細節，比如說特效、

調色是不是還需要更精化的處理，他

想在5月份左右最終完成後期工作。因

為疫情的出現，目前有大量片子會壓

在後面上映，對於《烏海》的上映計

劃，周子陽還沒有明確的想法，可能

還需要重新調整。

[鵬飛]
代表作：《米花之味》（2017年）
待映影片：《又見奈良》
跨國制作溝通成本大大提高
2019年11月底，鵬飛執導的新電影

《又見奈良》殺青，短暫休息之後，12

月初開始做剪輯工作。受疫情的影響，

停工了壹段時間，剪輯師回臺北過年，

本想初五回來繼續剪，但是疫情突然暴

發，工作轉為網絡連線，效率變低，有

時候還需要等待。

正月十五左右，年輕壹點的剪輯師

為了不耽誤工作，還是飛到北京繼續剪

片子，然後她就工作、吃住都在裏面，

再也沒有出過剪輯室。鵬飛曾在自己朋

友圈發過壹張那時候工作的照片，兩個

人戴著口罩隔著玻璃門，在兩側用電話

溝通。“直到今天她才第壹次出小區，

真的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

導演鵬飛和兩位監制賈樟柯與河瀨直美

在線上溝通影片《又見奈良》的制作。

《又見奈良》的監制是賈樟柯導演

和日本的河瀨直美導演，疫情也讓導演

鵬飛與兩位監制之間的溝通愈加困難。

大家做好防護之後連線日本壹起開會，

同時還要有另壹位在美國的制片同事和

翻譯。幾方通視頻除了要調整時間，還

要不停的試畫面，好不容易都有圖像了

，又因為手機和平板電腦擺放方向不同

，而導致壹人朝上壹人朝下，“大家像

印度人壹樣左右搖頭打招呼，又像擺弄

魔方壹樣來回調整，花了好多時間才保

持頭部統壹向上。”

由於影片的音樂需要在日本制作，

片中的小動畫需要在長春完成，這些目

前都只能靠網絡連線展開，工作延遲不

少，但是鵬飛說，大家都還在為了呈現

出最好的效果而努力著。

[松太加]
代表作：《阿拉姜色》（2018年）
待映影片：《拉姆與嘎貝》
現在手上還有兩個項目在推進
松太加導演原本打算2020年春節過

完後就回北京，但疫情發生後，所有計

劃都打亂了。去年松太加導演完成的

《拉姆與嘎貝》目前還沒有具體上映計

劃，但導演表示今年肯定會上。

松太加表示自己手頭還有兩個電影

項目要拍，壹個是壹部40分鐘的短片，

還有壹部是去年寫完的壹個沒有藏族元

素的劇本，這兩部戲本來2020年春節過

後開拍，都因為疫情原因耽擱了，只能

延後了。

[拉華加]
代表作：《旺紮的雨靴（2018年）
待映影片：《旺紮的雨靴》
趁著“長假”新作完成第壹稿劇本

拉華加導演的處女作《旺紮的雨靴

》2018年就已制作完成，之前宣布定檔

2019年7月19日，但之後撤檔，關於上

映檔期，目前還沒有消息。《旺紮的雨

靴》之後，拉華加又有了壹個故事想法

，正好趁著疫情期間的長假，寫完了劇

本的第壹稿，想到好壹些的點子再去改

壹下。新片的題材，導演目前暫時不方

便透露。而關於新片的拍攝計劃，拉華

加表示還要看疫情的情況，如果六月前

能恢復正常工作，可能今年八九月就開

拍。

——工作之外
通過閱讀和看片中收獲良多

“宅家式辦公”令他們有了相對更

多的時間來大量閱讀和看片、寫新劇本

，反思創作初衷、重讀“老塔”激勵自

己，還有導演在劉慈欣的科幻作品中找

到了未來靈感的新方向，“真希望有天

能拍科幻片”。

張大磊：重讀了“老塔的《雕刻時
光》

這段時間，張大磊表示收獲很大，

他在家看了5本書，有3本是朋友寫的小

說，還沒發表，所以不太方便說書名，

原計劃是今年春天出版的，但也因為疫

情原因耽擱了，不過書特別好。還有兩

本書是張大磊反復翻出來讀的，就是俄

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時光》和

《時光中的時光》，雖然看了很多次，

但每次張大磊都會從裏面發現壹些新東

西，“他時刻能點醒我壹些問題”。尤

其是《時光中的時光》對張大磊影響很

大，“能看到老塔整個創作，其實就是

他活著的時候生活的壹些心路歷程，我

覺得他的生活和創作是壹體的，而且會

特別激勵自己。”

最近，張大磊零零散散的電影看得

比較多，他之前看過哈薩克斯坦導演達

赫讓· 奧米爾巴耶夫的壹個短片，這段

時間他把導演的片子都找全了，《心

電》《黑仔》《卡依哈》等，收獲很

大。他之前特別喜歡捷克導演伊利· 曼

佐的《反復無常的夏天》，這次又把

他的《雪花蓮節》看了，“太棒了，

是我的收獲”。

王壹淳：看片大多是為了籌備電影
在家這段時間，王壹淳沒有看到讓

自己特別震撼的電影，也可能是因為她

最近看片子都是帶著目的性、功利性去

看的，比如，她為了給新片找壹個美術

，就專門去看這部片子的美術，沒有太

為了興致去看的，不是在那種純欣賞、

純觀影的感覺。

周子陽：頒獎季好片看了不少

采訪周子陽導演時，他剛從老家鄂

爾多斯回到北京。因為有兩個孩子，在

老家的這段時間，他除了處理工作上的

事情，還要稍微帶帶孩子。他原計劃是

想趁著長假寫下第三部電影的劇本，壹

個發生在南方的兩個家庭的故事，因為

之前已經寫完壹稿，想再改壹改，“最

後發現每天被各種事情打斷，並沒有精

力投入到壹個新的創作裏邊，所以劇本

基本沒怎麽寫。”

因為“宅家式辦公”，有了更多親子

時間的周子陽只能抽空看看書和電影。他

最近看的印象比較深刻的書是《創造日本

》，還有笛卡爾的基本哲學書。他還看了

去年頒獎季的壹些熱門電影，最喜歡的有

兩部是法國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和中

國臺灣電影《陽光普照》。

鵬飛：讀大劉的書也想拍科幻片了
“看到很多創作者都說這段自我隔

離的時期其實是絕好的劇本創作時期，

我非常認同。可以安靜下來寫或思考東

西，或者什麽都不思考，放空壹下。”

這段時間鵬飛在家宅著，看看書，打

打遊戲，做做飯，意外的發現自己廚藝

還不錯。他還閱讀了余華的《兄弟》，

劉慈欣的《球狀閃電》《超新星紀元》

，重看了《時間簡史》，還有因為疫情

被kindle排行榜推到了前十名的《血疫

——埃博拉的故事》。

他形容余華的《兄弟》：“太幽默

了，又很魔幻，獨特的周而復始的排比

句看得很過癮，前半部有笑更有悲，後

半部魔幻到有笑也不敢笑出來。（因為

怕沒理會到作者的深意）”大劉的書則

讓這位文藝片導演有了“真希望有天能

拍科幻片”的感嘆。

松太加：看了維倫紐瓦及哈內克的
電影

這段時間，松太加看了不少書，比

如科幻片《降臨》的原著小說《妳壹生

的故事》，看的電影則有丹尼斯· 維倫紐

瓦的《邊境殺手》，以及德國導演邁克

爾· 哈內克的《愛》等壹些早期作品。

影片《愛》劇照。

——關於抗疫電影
從有溫度的新聞中感悟人性
出於職業敏感性，作為生活中的觀

察者和影片創作的主導者，他們也對疫

情期間壹些有溫度的新聞有了新的感悟

，而這些感悟很有可能會在未來轉化到

他們的新作品中。

張大磊：暫時還沒想到好的角度
這段時間，張大磊也在關註每天疫

情的新聞，有壹個新聞讓他記憶挺深的

。元宵節的晚上，壹個值班的大夫站在

科室的窗前，看對面壹棟特別近的高樓

，她對記者說，她家離這步行只有五分

鐘，從科室窗戶就能看見她家窗戶，但

這麽近的距離也不能回去看女兒。從春

節前到現在已經半個多月沒回趟家了，

但這個大夫說話特別平靜，張大磊說這

事很打動他。

“我可能反應比較慢。也許再過幾

年，或者甚至十年，再回看的時候，可

能會有壹些東西我想抓住。對，就是它

成了歷史之後“，張大磊表示自己不太

善於把當下的壹些問題把握住，“還是

喜歡它變舊了之後再回看，回看那個味

道，可能看得更清晰壹點。那樣的話，

記憶的感受會大於事件本身”。

王壹淳：誌願者“大連”特別有喜感
王壹淳前段時間看到壹個新聞，說

是壹個90後大連小夥乘高鐵去長沙，卻

下錯車去了武漢，陰差陽錯地滯留在武

漢，酒店不讓住宿，只好去醫院當了壹

名誌願者，每天負責打掃衛生，醫院裏

的醫生和病人都叫他“大連”。王壹淳

覺得這個故事既有喜感，又有溫度，能

夠拍壹個不那麽灰暗，又很溫暖幽默的

片子。不過，她現在滿腦子都想著新片

籌備的事情，沒有深入去想其他的創作

，並且當大家都覺得這是壹個好題材的

時候，是不是已經有人動手在做了，很

難再做出太大新意了。“只能等我弄完

《綁架毛乎乎》再說，那個時候才有心

思靜下來進入下壹個創作。”

鵬飛： 疫情之後我們會變得更強大
“疫情展現了很多人性光輝的壹

面，當然也暴露出很多問題需要反思。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很好的題材可以去創

作。疫情之後我們會變得更強大。”

——行業觀察
影院重新開業後想看什麽
而對於未來影院的復工，他們更希望

能在影院看到類似《婚姻故事》這樣的文

藝片上映，或者安排輕松的喜劇片上映，

因為“喜劇片會給市場和觀眾信心。”

張大磊：最想看壹些作者型電影
對未來影院復工，張大磊還是希望

能先看到壹些作者型的電影。他覺得，

如果壹部電影，妳只是看劇情，沒必要

去電影院，擱哪兒看都行，妳知道它講

什麽就完了。但只有在電影院裏看妳才

能看到劇情以外的東西，感受到劇情以

外給我們的那些信息。我就想看到那些

作者型的電影。

周子陽：比較期待《婚姻故事》
周子陽希望影院復映後能看到《婚

姻故事》這樣的片子，“原計劃好像都

是在這段時間上映來著，包括國內春節

檔的壹些影片，我也還挺期待的，不管

是國外的優秀作品，還是國內的這些原

本上映的，電影如果上映的話，我肯定

還是馬上去看。”

鵬飛：喜劇片會給市場和觀眾信心
經歷了突然而至的疫情，在工作的

壓力之下，鵬飛坦言自己目前最想要在

復工後的影院看喜劇片和輕松壹點的影

片，放松壹下，暢快地笑壹下，也給市

場和觀眾壹點信心。

松太加：希望看到更多文藝片上映
對於未來影院復工，松太加還是希

望看到更多文藝片上映。不過，他覺得

復工之後，自己可能沒時間看片了，因

為接下來可能工作量會特別大。



BB44休城社區
星期四       2020年4月2日       Thursday, April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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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專家預測﹕休城疫情期間 將丟15萬飯碗 重創石油業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疫情導致美國陷景氣
寒冬﹐大休斯頓地區夥伴關係（Greater Hous-
ton Partnership）研究機構的資深副總裁Patrick
Jankowski預測﹐因新冠肺炎爆發導致的不景氣
﹐大休斯頓地區到今年底﹐
恐將流失超過15萬個工作
﹒
「我們目前的情況十分難
以預測」﹐Jankowski 表示﹐
並說「作為經濟學家﹐要弄
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是
一個困難的挑戰﹐因為情
況每天都在變化﹒」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數據顯示﹐截至 3 月 31 日下午 1 時﹐美國有
174,467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美國在 3月26
日正式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
家﹐如今的數字是26日的兩倍以上﹒
Jankowski表示﹐疫情爆發以前﹐美國在一月份
增加了22萬5000個新工作崗位﹐原本全美已經
連續113個月都有新工工作機會﹒
如今疫情影響之下﹐失業浪潮席捲而來﹒短短
兩個月時間﹐全美各地企業都面臨關門﹐領
取失業保險的人數比過去都高﹒超過 330
萬 人 在 叁 月 第 叁 周 申 請 失 業 救 助 ﹒
Jankowski 補充﹐過去領取失業補助的最高
紀錄發生在1982年﹐有約69萬5000人申請
﹐遠比這次低了許多﹒
他認為﹕「無論今年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都
會比今年年初的情形更糟﹒肺炎大流行將
決定此次衰退的時間長度和廣度﹒」
針對德州來說﹐叁月第叁周共有 15 萬 5000
多人申請失業保險﹐Jankowski表示﹐休斯頓

地區就佔了3萬7945個﹒「接下來幾周﹐我們可
能會看到失業保險金申請人數上升﹒」
在休斯敦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
（1980 年代的能源泡沫破滅）﹐當地失去了

13.2％的工作機會﹐以現在標準來看相當
於41萬7450個就業機會約﹒此外﹐2008
到2009年的大蕭條時期﹐工作機會減少
了4.5％﹐以現在標準來看約是14萬2325
個工作崗位﹒Jankowski 說﹐他預計冠狀
病毒大流行的狀況應該介於這兩者之間
﹒
根據上週大休斯頓地區夥伴關係（GHP）
對成員進行的調查中顯示﹐有 41％的企
業表示﹐若「居家令」持續下去﹐他們將只
能存活1至4週﹒

Jankowski指出﹕「大多數小型企業現在確實狀
況很危急﹒」「從本質上來說﹐小型企業的利潤
率通常很低﹐而且各種儲備量也不多﹔他們的
現金通常都已經投入到業務發展上了﹒」
截至 3 月 30 日﹐原油價格來到每桶 21.07 元﹐
Jankowski指出過去最低點發生於1986年叁月
的10.25元﹐考量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因素﹐調整
後這個數字相當於現在的 24.37 美元﹐也就是

說如今油價也是
來到歷史新低﹒
Jankowski 預 測 ﹐
隨著全國產量下
降﹐到夏天時油價
將跌至 30 美元以
下﹒他認為休斯
頓能源行業的工
作機會逐漸消失﹐
接下來兩年﹐石油
業將變得更小﹐更
精簡﹒
他說到﹕「無論冠
狀病毒（對美國經
濟而言）帶來怎樣

結果﹐原油價格的下跌都將加劇休斯頓
的苦難﹒」

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社交距離延長至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學校關閉至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美南新聞蕭永群報導】德州州長艾伯特於
3月31日召開記者會宣布﹐為配合聯邦命
令﹐德州將繼續執行「社交距離」手段至 4
月30日﹐境內學校將持續關閉至5月4日﹒
艾伯特於會上頒布行政命令GA-14﹐將目
前的社交距離手段延長至四月底﹐也就是
說﹐除了「必
要服務與活
動」以外﹐不
要出門﹑增加
與人群接觸
機會﹐以有效
遏止病毒蔓
延﹒
他表示他部
會使用「居家
令
（stay-at-ho
me）」﹑「庇護（shelther-in-place）」等詞﹐因
為這樣的詞彙會給人民錯誤印象﹐好像被
規定除了待在家以外﹐哪裡都不能去﹒事
實上民眾仍然有自由外出﹐以維持「必要」
的生計﹐比如去超市採買等﹒
根據GA-14號命令﹐內容中條列出各項非

「必要服務」的行業﹕
1. 美髮沙龍
2. 健身房
3. 按摩娛樂服務
4. 刺青﹑穿環店
5. 酒吧﹑餐廳﹑食堂等吃喝相關「內用」服

務（不限外帶﹑
得來速﹑外送）
此外﹐於記者會
當中﹐艾伯特也
宣布「為了與川
普總統和疾管
局（CDC）步 調
一致﹐學校將暫
時關閉﹐在 5 月
4日前都不應該
重新開門﹐以減
少人群接觸﹑降

低病毒傳播風險﹒」
同日稍早﹐哈瑞斯郡郡長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才宣布﹐要將哈瑞斯郡地區的「居
家令」延長至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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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33月月，，得州依舊春光明媚得州依舊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百花盛開，，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
主任主任、、著名理財專家著名理財專家Kathy FanKathy Fan在自家隔壁的院子裡與藍天為伍在自家隔壁的院子裡與藍天為伍，，
跟州花祈願跟州花祈願，，希望全世界的新冠病毒都早日消失希望全世界的新冠病毒都早日消失。。

20202020年年33月月3131日日，，因美國疫情大爆發因美國疫情大爆發，，得州州長將原本定於得州州長將原本定於44月月33日終止的居家令延期到日終止的居家令延期到
44月月3030日日，，開學日延到開學日延到55月月44日日。。

小小健康包小小健康包，，遙寄祖國情遙寄祖國情。。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裡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裡，，出國留學出國留學
生是最弱勢的族群生是最弱勢的族群，，不能上課不能上課，，且經濟陷入困境且經濟陷入困境。。中國駐外使領中國駐外使領
館紛紛在世界各地給留學生髮健康包館紛紛在世界各地給留學生髮健康包。。圖為洛杉磯總領事張平於圖為洛杉磯總領事張平於
20202020年年33月月2626和和2828日日，，分兩次將分兩次將66萬萬55千隻口罩以健康包的形式交千隻口罩以健康包的形式交
到各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代表的手上到各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代表的手上。。

20202020年年33月月2828日日，，居家令頒布後居家令頒布後，，太極大師和愛好者太極大師和愛好者
們身心俱焚們身心俱焚！！永年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永年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傅仲文嫡傅仲文嫡
傳弟子楊俊義老師當機立斷組織傳弟子楊俊義老師當機立斷組織““太極戰疫太極戰疫”，”，利用利用
網絡視頻向民眾傳授居家練太極太極網絡視頻向民眾傳授居家練太極太極，，健康保平安健康保平安。。
不僅活好不僅活好，，而且活出智慧而且活出智慧

20202020年年33月月2727日日，，休斯敦亞商會向休斯敦各大醫院捐贈籌募來的休斯敦亞商會向休斯敦各大醫院捐贈籌募來的
口罩和醫護用品口罩和醫護用品。。圖為陳宇雯圖為陳宇雯 Yvonne ChenYvonne Chen 代表代表 ACCACC 向向 GAAAGAAA
EMSEMS代表代表、、主管主管Spencer DaupineSpencer Daupine捐贈口罩和呼吸機捐贈口罩和呼吸機。。

20202020年年33月月2727日是休斯敦美術館舉世聞名的室外雕日是休斯敦美術館舉世聞名的室外雕
塑塑““雲柱雲柱””Cloud ColumnCloud Column安裝兩週年安裝兩週年，，當時當時，，一支一支
由工程師和由工程師和MFAHMFAH藝術人員組成的團隊輕輕地將休藝術人員組成的團隊輕輕地將休
斯敦現在重斯敦現在重2121,,000000磅標誌性磅標誌性““雲柱雲柱””安放到位安放到位。。項項
目經理藝術家目經理藝術家Anish Kapoor(Anish Kapoor(左下左下))描述描述，，這座巨大的這座巨大的
雕塑從英國穿越大西洋開始整個旅程雕塑從英國穿越大西洋開始整個旅程；； 繼續用卡車繼續用卡車
從從 MFAHMFAH 儲存設施中的定制箱子中小心地運輸儲存設施中的定制箱子中小心地運輸
Brown FoundationBrown Foundation，，Inc. PlazaInc. Plaza），），純橢圓結構滑溜異純橢圓結構滑溜異
常常，，安裝非常不易安裝非常不易。。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2626 日下午日下午，，美南新聞聯播記者美南新聞聯播記者、、大咖談主持人大咖談主持人 SkySky
DongDong在大休斯敦地區發布居家令的當天前往剛剛於在大休斯敦地區發布居家令的當天前往剛剛於33月月1919日開日開
張的著名川菜館川妹子張的著名川菜館川妹子 Spicy GirlSpicy Girl 位於梨城的姐妹店川之味位於梨城的姐妹店川之味
Szechuan SpiceSzechuan Spice。。老闆孫軍介紹在疫情期間為周邊客戶提供美食外老闆孫軍介紹在疫情期間為周邊客戶提供美食外
送和外賣的餐飲人情懷送和外賣的餐飲人情懷。。

20202020年年33月月，，剛剛進入福遍郡稅務官共和黨黨內初選資格參加決選剛剛進入福遍郡稅務官共和黨黨內初選資格參加決選
的華裔政治家張晶晶的華裔政治家張晶晶JJ ClementJJ Clement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時立即組織競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時立即組織競
選團隊和義工組成選團隊和義工組成JJ ClementJJ Clement志願者團隊志願者團隊，，融入美國抗疫第一線融入美國抗疫第一線。。
圖為張晶晶率領志願者為圖為張晶晶率領志願者為Senior CenterSenior Center準備食品包準備食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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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籍伊朗裔的導演

Mostafa Keshvari， 最 近 剛 剛

拍完首部以“冠狀病毒”為

主題的影片《冠狀》（Coro-

na），故事發生在電梯裏。

“有拍這部影片的想法，是

因為我有壹次在坐電梯時，

讀到了中國遊客被襲擊的新

聞，我也想要拍壹部發生在

電梯裏的電影，”Keshavari

告訴《好萊塢報道者》。

這 部 驚 悚 片 是 在 加 拿

大溫哥華拍攝，已經剪好

，正準備出售，影片以冠

狀病毒疫情為引子，探索

了這些被困在電梯裏的住

戶們之間的恐懼與種族歧

視。《冠狀》中，疫情剛

剛發展到第壹階段，壹共 7

個鄰居被困樓裏的電梯中

，他們懷疑剛剛從中國來

的女鄰居（由蔡宜秦飾演

）被感染了冠狀病毒，有

可能傳染給他們。

《冠狀》是用手持攝像

機，壹鏡到底拍攝，為了追

求真實感，Keshavari 鼓勵演

員們在他劇本的基礎上，進

行即興發揮，強調被困在電

梯中、與有可能被傳染的恐

懼。“妳會看到角色的原始

性，他們彼此之間交流，恐

懼是真心的”，導演說，海

報上則寫著“恐懼才是病毒

”。

艾米 · 阿內克飾演黑人

電梯修理工， Zarina Sterling

飾演八、九十年代出生的

壹位女性，Richard Lett 飾演

坐輪椅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 安 德 裏 亞 · 斯 特 凡 西 科

瓦 飾 演 金 發 的 妻 子 ， 喬

希 · 布萊克飾演房東，An-

dy Canete 則 飾 演 欠 款 的 房

客。

當初在拍《冠狀》的時

候，疫情還只是在中國爆發

，導演 Keshavari 還不知道疫

情會後來擴散到整個世界，

“當時這個病毒被叫做‘中

國病毒’，但現在每個人都

有可能會得，並不是某壹個

種族的問題，現在全人類都

要齊心協力，抗擊病毒”。

“病毒不會種族歧視，

我們也不應該，”導演補充

說，他的父母在伊朗老家，

目前也面臨著嚴重的疫情爆

發狀況。“害怕有可能失去

親人，這會更加激勵妳拍電

影，”Keshavari 原本想帶著

影片去電影節，但現在期待

著可以在流媒體上播出。

加拿大導演首部
冠狀病毒電影出爐

7位房客被困電梯中
其中壹位是中國人

根據漫威漫畫改編的全新超英電

影《莫比亞斯：暗夜博士》（暫譯）

，特別版海報近日亮相聖地亞哥國際

動漫展場刊封面。在這張整體呈暗黑

風格的海報中，奧斯卡獎得主傑瑞德·

萊托飾演的生化博士邁克爾· 莫比亞斯

，以半人半獸造型驚艷亮相，散發出

正邪難辨的神秘氣質。

作為索尼影業“蜘蛛俠”電影宇

宙繼《毒液：致命守護者》後的全新

暗黑超英電影，《莫比亞斯》從壹開

始便讓眾多影迷翹首以盼。他們堅信

該片會像前年口碑票房大爆的《毒液

》壹樣，再次帶來耳目壹新的驚喜體

驗。

在這張最新曝光的海報中，整

體黑白基調烘托出暗黑邪魅氛圍，

莫比亞斯的凝視攝人心魄。在他俊

美的人類外表下，血色瞳孔、致命

獠牙和墨綠皮膚等獸性特征若隱若

現，完美呈現出亦正亦邪的雙面人

設，壹場驚心動魄的超英大戲即將

上演。

全新超英巨制《莫比亞斯》由口

碑佳作《蜘蛛俠：英雄歸來》《蜘蛛

俠：英雄遠征》《毒液》背後的金牌

推手——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和漫

威影業聯合打造，以上三部影片同屬

蜘蛛俠電影宇宙系列，累計獲得28.66

億美元的全球票房。其中《英雄遠征

》獲得11.31億美元，拿到2019全球票

房第四名的好成績。

值得壹提的是，《毒液》在中國

大陸以18.7億人民幣的票房成績，獲

得2018年單人超英電影票房冠軍，並

保持著目前漫威單人超英電影的票房

紀錄，《英雄遠征》則以14億人民幣

票房的成績位列第二。由此看來《莫

比亞斯》的品質必定有所保證，值得

期待。

在電影《莫比亞斯》中，莫比亞

斯從小患有壹種罕見血液病，導致其

身體殘疾，只能拄拐行走。長大後他

憑借超高天賦，成為世界聞名的生化

博士和諾貝爾獎得主。

由於遲遲找不到治愈自身血液病

的方法，命不久矣的他冒險通過吸血

蝙蝠血液和電擊療法進行非法實驗，

卻意外變成半人半獸的超級人類，擁

有“回聲定位”、“超級力量”、

“超級速度”等強大超能力，但需要

不斷汲取血液才能存活的副作用也令

他痛苦不堪。

在先前放出的預告片中，曾出現

蜘蛛俠塗鴉以及《蜘蛛俠：英雄歸來

》中的反派禿鷲，讓網友不禁猜測莫

比亞斯與蜘蛛俠電影宇宙中，其他角

色的關系及互動。

莫比亞斯的飾演者傑瑞德· 萊托也

是影片壹大亮點。他的“盛世美顏”

和絕佳演技壹直為影迷津津樂道。他

曾憑借《達拉斯買家俱樂部》斬獲第

86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並以挑戰高

難度角色著稱。

而萊托本人自帶的高冷邪魅氣質

更是完美貼合莫比亞斯，有網友在得

知萊托將飾演莫比亞斯後激動表示：

“他就是莫比亞斯本斯！”堪稱漫威

超英電影最佳選角之壹。 而萊托的加

盟，也使得《莫比亞斯》成為壹部由

奧斯卡得主來出演男主的漫威超英電

影。

超英大片《莫比亞斯：暗夜博士

》（暫譯）由丹尼爾· 伊斯皮諾薩(

《異星覺醒》)執導，奧斯卡得主傑瑞

德· 萊托領銜主演，亞德裏亞· 霍納

（《真探》）、傑瑞德· 哈裏斯（《廣

告狂人》）、J· K· 西蒙斯（《爆裂鼓

手》）、泰瑞斯· 吉布森（《速度與激

情》系列）等實力加盟。影片將於7月

31日在北美公映。

索尼超英新片"莫比亞斯"發特別海報
萊托少爺紅瞳獠牙亮相
"小醜"化身"半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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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面向中小銀行的再貸款再貼現額度1
萬億元，進一步實施對中小銀行的定向降準，引導

中小銀行將獲得的全部資金，以優惠利率向量大面廣
的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支持擴大對涉農、外貿和受疫情
影響較重產業的信貸投放
■支持金融機構發行3,000億元小微金融債券，全部用於

發放小微貸款
■引導公司信用類債券淨融資比上年多增1萬億元，為民

營和中小微企業低成本融資拓寬渠道
■鼓勵發展訂單、倉單、應收賬款融資等供應鏈金融
產品，促進中小微企業全年應收賬款融資8,000億元

■健全貸款風險分擔機制，鼓勵發展為中小微
企業增信的商業保險產品，降低政府性融資

擔保費率，減輕中小微企業綜合融資
成本負擔

資料來源：中新社

援助中小微企業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視點、央視網消
息，習近平總書記3月31日先後來到杭州西溪國家
濕地公園、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就西溪濕地保
護利用情況，以及杭州運用城市大腦推進城市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考察調研。
此前一天，他還來到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

處化解中心，調研基層矛盾糾紛調解工作情況。
2019年6月，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這裡設置了導引、接訪、調解三
個功能區，一中心多平台，多部門集中辦公、集
約管理、集成服務。目前，該中心已經累計接待
群眾超過 6,500 人，矛盾糾紛化解率達到
91.3%。
可以說，這裡是幫助安吉基層群眾高效解決

矛盾糾紛的重要平台。

安吉調解中心 見證“楓橋經驗”
在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簡介

牌上寫着：以群眾矛盾糾紛化解“最多跑一地”
為目標，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這個中心，是“楓橋經驗”在新時代創新發
展的產物。
1963年，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幹部群眾創

造了“依靠群眾化解矛盾”的好方式。“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
驗”，半個多世紀來不斷傳承、歷久彌新。

2003年11月2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
近平來到楓橋調研。習近平認為，在改革開放新
時期，雖然面臨的形勢任務都發生了變化，但
“楓橋經驗”沒有過時，必須堅持群眾路線不動
搖，依靠發動群眾，建設平安社會，解決社會矛
盾，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2004年8月4日，習近平在浙江省委建設

“平安浙江”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強調，
要把創新發展“楓橋經驗”作為總抓手，貫穿於
建設“平安浙江”的始終。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中

明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也是建

設服務型政府，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在

社會治理領域落地的生動實踐。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曾結合浙江的改革

實踐指出：要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
有限政府。通過機關效能建設，政府大大提高了
辦事效率。

積極推動“最多跑一次”
2016年底，浙江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

這正是對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大力倡導的機關效
能建設的深化。

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整合了縣
紀委監委、縣委政法委、縣信訪局、縣法院、縣
司法局、縣人力社保局6家單位的相關調、訪、
處職能，在這裡集中常駐。同時，綜合執法、資
源規劃、市場監管等重點部門輪流進駐，其他涉
事部門隨叫隨駐。
這樣的工作模式，目的正如該中心的簡介牌

上所說：積極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在社
會治理領域實踐運用，全力打造回應群眾訴求、
化解矛盾糾紛的終點站。

習近平考察杭州濕地保護和城市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國家稅務總局總審計師王道樹3
月31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介紹，今年1
月至2月，全國減稅降費共計4,027億
元（人民幣，下同），稅務部門將確
保把中央減稅降費的“真金白銀”及
時送到廣大市場主體和百姓的手中，
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應對疫情。其中，
內外資企業將同等享受一系列稅費優
惠政策。
今年前兩月共計4,027億元的減稅

降費總額，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其一
是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的稅費優惠政策，新增減稅降費
1,589億元。其二是2019年更大規模減
稅降費政策在2020年繼續實施形成的
減稅降費2,438億元，主要包括深化增
值稅改革翹尾新增減稅1,365億元，降
低申報費率翹尾新增降費848億元，減
徵文化事業建設費、國家重大水利工
程建設基金翹尾新增降費28億元，小
微企業普惠性減稅和個人所得稅專項
附加扣除等其他繼續實施的政策減稅
降費197億元。

外資企業同樣受惠
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任榮發表示，

多數納稅人是按季度申報，而4月份將
迎來疫情發生以來第一個季度集中納稅
申報期。這意味着，在接下來的納稅申
報期，納稅人將能充分享受到已出台的
一系列稅費優惠政策福利。
稅務總局同時強調稱，對於疫情發

生以來中央部署實施的一系列稅費優惠
政策，其中的優惠對象既包括內資企
業，也包括外資企業。稅務部門在落實
的過程中，將確保內外資企業同等享
受，為內外資企業創造良好的稅收環
境。

嚴打騙退稅“假出口”
稅務總局方面3月31日亦明確表

示，將繼續會同公安部、海關總署、人
民銀行開展打擊虛開騙稅違法犯罪專項
行動，嚴厲打擊沒有實際經營收入只為
虛開發票的“假企業”，打擊沒有實際
出口只為騙取退稅的“假出口”，以及
沒有具備條件只為騙取疫情防控稅費優
惠政策的“假申報”行為，維護好公平
公正的稅收經濟秩序。

中國再提前下達地方專項債
擬帶動有效投資 力爭二季度發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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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3月31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再提前下達一批地方

政府專項債額度，帶動擴大有效投資。同

時，會議還確定了一系列進一步強化

對中小微企業普惠性金融支持措

施（見表）。

��(���

會議指出，近段時間以來，
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部

署，相繼出台一系列保供、助企政
策，在有效防控疫情同時有力推動了復工
復產。當前面對國內外疫情和世界經貿形
勢急劇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衝擊
的新挑戰，要進一步加大財政貨幣政策調
節力度，採取多方面措施，着力擴內需、
助復產、保就業，幫助各類企業尤其是中
小微企業、外貿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特
殊難關，保障基本民生。

會議指出，要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專
項債規模，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要在前
期已下達一部分今年專項債限額的基礎
上，抓緊按程序再提前下達一定規模的地
方政府專項債，按照“資金跟着項目走”
原則，對重點項目多、風險水平低、有效
投資拉動作用大的地區給予傾斜，加快重
大項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設。各地要抓緊
發行提前下達的專項債，力爭二季度發行
完畢。

每月價格臨時補貼升1倍
會議指出，當前對低收入群體特別是

困難群體加大保障力度十分緊要。會議確
定，一是從3月到6月，將社會救助和保

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鈎聯動機制的每月價
格臨時補貼標準提高1倍，並將孤兒、事
實無人撫養兒童和符合條件的參保失業人
員納入政策範圍。增加的補貼資金由中央
財政按比例補助和在失業保險基金列支。
上述政策覆蓋人群超過6,700萬人。

受疫災困難群眾納低保
二是將受疫情影響的困難群眾納入低

保、特困人員供養和臨時救助等政策保障
和就業援助範圍。確保城鎮失業人員失業
保險金和農民工臨時生活補助發放。抓緊
研究失業保障提標擴圍政策。

購新能源車補貼延2年
為促進汽車消費，會議確定，一是將

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和免徵車
輛購置稅政策延長2年。二是中央財政採
取以獎代補方式，支持京津冀等重點地區
淘汰國三及以下排放標準柴油貨車。三是
對二手車經銷企業銷售舊車，從5月1日至
2023年底減按銷售額0.5%徵收增值稅。

■中國加快民
生工程建設。圖為
萬里黃河第一隧
復工。

■習近平3月31日考察杭州濕地保護利用和城市治理
情況。 新華社

新華社

2020年4月1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國無症狀感染者需每日通報
發現個案需24小時完成調查 已有1541例接受醫學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3月
31日，清華大學結構生物學高精尖創新中
心、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中國疾
控中心、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美國杜克大
學的研究團隊聯合在論文預印本網站
BioRxiv在線發表了一項最新研究，研究團
隊通過對蝙蝠細胞的兩萬多個基因進行系
統全面的篩查，確定了數十個病毒複製所
依賴的關鍵蝙蝠基因，並發現了一個共同
的新的宿主基因MTHFD，並最終發現宿
主蛋白MTHFD1的抑制劑carolacton可有
效抑制新冠病毒複製。作者們表示，該研
究成果不僅能助力新冠病毒藥物研發，有
力抗擊疫情，更為人類未來抗擊突發病毒
流行打下基礎。該研究尚未經同行評議。

在論文中，作者們提到，2003年的
SARS、2014年的埃博拉以及2019年末開
始爆發的新冠肺炎均給世界各地帶來了巨
大的經濟損失和心理恐慌。諸多證據支持
蝙蝠是這些致病病毒的共同的天然宿主，
病毒從蝙蝠到某個中間宿主傳播最終導致
了疫情的大規模爆發。
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周鵬曾

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從免疫學
角度來說，蝙蝠的免疫系統還是很獨特
的，牠是唯一一個會持續飛行的哺乳動
物，飛行這種能力就造成牠很多基因和人
或者其他哺乳動物的基因不一樣，這些不
一樣的基因很多就是和抗病毒、免疫系統
相關的。”
周鵬等人此前也證實，蝙蝠體內總是

保持了一定量的干擾素表達。干擾素是一
個很關鍵的抗病毒蛋白，如果牠在身體中
總是保持“低量”，就相當於動物本身具
有“全天候保護”的防禦機制。“我們現
在初步的結論是牠的免疫通路會保持一定
量的防禦狀態，但不會免疫過激。像人感
染SARS等病毒最後會死於過度的炎症反
應，但是蝙蝠的炎症反應和先天免疫不會
過激，所以牠也不會受到損傷。”
據介紹，被列為有可能作為抑制劑的

carolacton是一種天然產物，被作為抗生素候
選分子用於抑制細菌的菌膜生成。令人欣喜
的是，通過與中國疾控中心合作，研究團隊
發現carolacton也能有效的抑制新冠病毒在人
體細胞中的複製，而且抗病毒有效濃度遠遠
低於細胞毒性濃度，展示出了良好的成藥
性。
據悉，研究團隊後續將在動物感染模型

上進一步對carolacton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
功能進行臨床前測試，希望能將其作為一種
廣譜抗病毒藥物早日推向臨床。MTHFD1
相關的基因對病毒的影響及其藥物靶向的研
究也有望提供更多的候選藥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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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繼樂表示，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是指無發
燒、咳嗽、咽痛等自我感知的臨床症狀，同

時也沒有臨床可識別的症狀和體徵，但是經呼吸
道等標本新冠病毒病原學檢測是陽性的感染者。
無症狀感染者的發現途徑主要是通過主動監測，
包括密切接觸者的醫學觀察，聚集性疫情的調
查，傳染源的追蹤以及部分有境內外新冠肺炎病
例持續傳播地區的旅遊史或者居住史人員進行檢
測。

兩檢呈陰性方可解除隔離
常繼樂並表示，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發現

無症狀感染者，要在2小時內進行網絡直報。要
快速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在24小時內完成個案調
查，並及時進行密切接觸者登記，將個案調查報
告及時通過傳染病報告管理系統進行上報。此
外，無症狀感染者要集中隔離14天，原則上，滿
14天，經兩次連續、間隔24小時核酸檢測陰性可
解除隔離，如果仍為陽性，要繼續集中隔離醫學

觀察。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也要進行14天
的隔離醫學觀察。
近期以來，多地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傳播的病

例。有小樣本量的研究顯示，無症狀感染者呼吸
道樣本中的病毒載量與確診病例沒有太大差異。
有部分專家認為，由於無症狀感染者無咳嗽、打
噴嚏等臨床症狀，病原排出體外引起傳播的機會
較確診病例相對少一些。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染期
長短、傳染性強弱、傳播方式等尚需開展進一步
科學研究。

針對性篩查密切接觸者
國家衛健委表示，下一步將抓緊在疫情重點

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
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修訂完善
防控方案和診療方案，科學應對無症狀感染者帶
來的感染風險，遏制可能形成新的疫情傳播。同
時，有針對性加大篩查力度，將檢測範圍擴大至
已發現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重點

地區和重點人群等。結合復工復產復學實際，加
強對重點城市、重點人群、重點場所的監測，最
大程度發現隱患。

鍾南山：須重視早期診斷及隔離
據中通社報道，不少中國專家認為，中國現

在處於疫情防控“下半場”，要尤其警惕外來輸
入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近日，國家衛健委高級
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與多名專
家在《歐洲呼吸雜誌》上撰文，強調了無症狀感
染者作為人傳人重要傳染源的可能，指出必須重
視新冠肺炎的早期診斷以及隔離確診病例。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工程院
院士李蘭娟3月30日也強調，由於無症狀感染者
具有傳染性，因而要對其引起高度重視。“在相
關的密切接觸者當中，要抱有觀察無症狀感染者
的意識，”李蘭娟提出，“可以用大數據的手段
來發現哪些人有疫區接觸史，再對發現的密切接
觸者進行檢測。”

��(���

兩類無症狀感染者納統計

核酸檢測陽性，經14天潛伏期的
觀察，均無任何可自我感知或可臨
床識別的症狀與體徵，始終為無症
狀感染狀態

核酸檢測陽性，採樣時無任何
可自我感知或可臨床識別的症狀
與體徵，但隨後出現某種臨
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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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3月31日，國家衛健委首次公佈內地
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情況。截至3月30
日24時，內地接受醫學觀察的無症狀感染
者為 1,541 例，其中境外輸入
205例。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局長
常繼樂表示，1日起，國家衛
健委將在每日疫情通報中公佈
無症狀感染者的報告、轉歸和
管理情況。同時，各地要加強
防控管理，對於無症狀傳染者
要在2小時內網絡直報，在24
小時內完成個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1日起，國家衛健委將在每日疫情通報中公佈無症狀感染者的報告、
轉歸和管理情況。圖為日前山西省太原市的醫療人員為返崗復工的外來
務工人員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資料圖片



BB88休城工商
星期四       2020年4月2日       Thursday, April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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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AsianTownT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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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8 英裏外將收
取合理送餐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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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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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的行列, 更多的
零售商家成為AMA會員(AMA Me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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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風味
零距離

AMA On-The-Go
一站訂餐 

滿足全家的味蕾 

凱蒂亞洲城

免費送餐服務 滿$35, 限KAT 8 miles 內
KAT 8 miles 外需收運費

www.KatyAsianTownTX.com
Pick Up @ Katy

Asian Town #A1

 整合外賣平台

 832-674-1688

AMA On-The-Go
凱蒂亞洲城

 整合外賣平台

AND
MORE
....

創新的創新的AMA On-The-GoAMA On-The-Go一站式訂一站式訂
餐外送服務餐外送服務,,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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