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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銀行緩付房貸90天

花 旗（Citi）、
富國（Wells Fargo
）、摩根大通（JPM-
organ Chase）與
US Bank在內的美
國四大銀行，已承
諾給予受新冠肺
炎疫情衝擊的加
州家庭緩付房屋
貸款 90 天，不會
影響信用分數。加
州立案的 200 家
銀行與信用合作
社（Credit Union）
也同意加州屋主
緩付房貸 90 天，
但美國商銀（BOA
）只同意通融房貸
30天。

加州紐森透過推特宣布此重大消息，他說：

「家庭不應因COVID-19新冠肺炎而失去家園
，銀行同意屋主延遲支付房貸對數百萬加州
家庭是一大解脫。」
紐森也指出，國會通過的刺激經濟方案，使
失業者除了獲得加州每周最高可達450元失
業救濟金之外，聯邦政府還提供每周600元
失業救濟金。

延付的房貸會到哪裏去？
這三個月沒有付的房貸將會加到你房子

總共的貸款額上。比方你一個月的房貸金額
是3000，房貸總額是20萬，那延付三個月後
你的總貸款金額將會是20萬9千。但是你每
個月的還貸金額不會改變，這筆支出只是加
到了總貸款金額上。

怎麼知道自己是哪家貸款銀行
每個月收到的貸款賬單上都會顯示自己

是哪家貸款銀行。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自己當
初申請貸款的銀行並不在上述所列中，但是
銀行之間的貸款都是有交易性的，之前申請
的貸款銀行並不一定是你現在房貸的所屬銀
行，所以可以看下自己每個月收到的房貸賬
單喔！（（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四大銀行緩付房貸四大銀行緩付房貸四大銀行緩付房貸四大銀行緩付房貸90909090天天天天
不影響信用分不影響信用分不影響信用分不影響信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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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提前還清房款的最好方法提前還清房款的最好方法
I/房地產專日/200310B簡 房地產現況

最近，我寫了一篇關于成功管理房地產投資的文章，裏
面提高了一位非常著名的理財規劃師和財富積累專家道格
•安德魯。我提到了我一開始是如何試圖以儘快還清債務的
方式來獲得房地產的，後來，我在財富積累和財務規劃技巧
方面接受了更多的學習和培訓，在與我的會計師和稅務顧問
討論了我的想法和關注點之後，我改變了策略。今天，在成功
地投資了許多資產類別(不僅僅是房地產)之後，我由衷地感
激和慶幸自己沒有繼續遵循“還本付息”的原則，利用道格•
安德魯的戰略，我確實花了一些時間和過去26年積累的經驗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道格首先描述了第一個誤區，即儘早還清房屋貸款的最
佳方式，是根據抵押貸款的原則支付額外費用。下一個表述
很大膽，他說，在現實中，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讓你在抵押
貸款中支付額外的本金，這是償還房屋貸款最明智、最划算
的方法，從而打破了這個神話，現在，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氣
做出這樣的聲明，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從我的一些生活經驗
來看，我為什麼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1、我媽媽的故事
我之所以選擇我媽媽的計劃，是因為這是一個常見的策

略，作為一個例子，它也展示了相信第一個神話的一些缺陷。
我的父母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你
應該去上學、努力學習、找份工作、努力工作、儘快還清房貸、
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這個計劃只有一個問題，人們活得太
久了(順便說一下，今天媽媽81歲了，我爸爸去世了)。她和我
的爸爸在1964年以19500美元的價格買了他們的房子，並支
付了25年4%的利息，我記得看到過他們的一筆付款，每月大
約250美元，所以，在1989年，房子的貸款被還清了，我媽媽
也和我爸爸離婚了，當時她56歲，又過了9年她才退休並面
對現實。

簡而言之，她的資產淨值很高，但現金不足，當然，她有
少量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險，到2004年，她的房子價值25萬美
元，但這確實不足以做任何事情。稅、維修費和水電費開始增
加，即使她賣掉了房子，搬進了出租屋，如果她一直住到退休
後(好消息是，媽媽的健康狀况真的很好)，她的錢很快就會花
光，即使她縮小了房屋規模，她也真的買不起房子了。那麼，

哪裏出錯了呢？回顧過去，我們很容易發現，母
親從來沒有工作過，例如，如果母親以15%的利
率為房地產投資者提供修復貸款，並在過去25
年裏以4%的利率借出大約20萬美元的股權，
那麼她就會多出55萬美元，許多人說，以65%
的貸款對價值比率發放第一筆抵押貸款是有風
險的，但我認為真正的風險是不將你的資產進
行杠杆化，在媽媽的案例中損失了巨大的機會
成本。

幸運的是，大約九年前，我能夠用一些策略
來幫助解决這個問題，我買了媽媽的房子，我們
把錢放在有限責任公司，媽媽只擁有一小部分，
但她是經理，領薪水。我們將收益投資于重新履
行的抵押貸款，收益率接近18%，這就提供了足
夠的現金流來支付我們的抵押貸款利息，支付
母親薪水，還有剩餘的現金流。事實上，在今天，
我們用我們的錢開始賺取更多的錢，我們正在
加速將25萬美元的房產變成可觀的淨資產，這
取决于我媽媽的壽命。我們設法從母親的名字

中獲得了所有的資產，這在稅收和養老院退休情况方面是很
好的方式(例如，養老院現在有五年的回顧期)，現在，這些都
對媽媽的未來有利。

2、我的第一個房產
1989年，我買了我的第一套房子，那是一套價值65000美

元的複式公寓，我用的是聯邦住宅管理局的30年期固定抵押
貸款，一年後，當利率下降時，我可以再融資，獲得15年的抵
押貸款，而不用自掏腰包，我的月供只增加了10美元，我堅持
按照我父母教我的計劃償還這筆財產。然後，當我更多地參
與財務規劃時，我和我的會計師討論了首付的相關性，大約
在同一時間，我用信用卡花了2.5萬到3萬美元在這片土地上
建了一些商業車庫，這處房產突然估價為17.5萬美元。

猜猜我接下
來做了什麼？我用
131250 美元進行
了 10 年 期 (ARM)
抵押貸款，其中
75%是貸款價值
比，我用那筆錢還
了信用卡，我搬進
了一個非常好的
房子，在一個非常
好的地方。如果我
沒有利用第一套
房產的權益來加
速這一過程，我可
能會花更長的時
間來攢錢支付第
一套住宅的首付
款。此外，我把這
套複式公寓裏的
兩套公寓和商業
車庫都租出去了，
在考慮了按揭付

款(PITI)後，我仍然有大約現金流，每月租金849美元。

3、我的主要住所
因為我從我的複式公寓裏取出了我的資產，所以我搬出

去的時候，從口袋裏拿出了300美元來償還我的貸款申請，我
以19萬美元的價格在賣方的協助下買下了這所房子，一年後
，它的估價是25萬美元，我借了3.5萬美元做了一些房地產交
易，幾年後，我又用356K美元進行了再融資，我拿著這筆錢做
了更多的房地產交易，甚至還借出了一些錢用于修復貸款。
然後，在2005年，它的估價為56萬美元，我用11萬8千美元買
了另一個HELOC，然後用這筆錢買了重新執行的票據，我把
它放在一個獨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我的繼承人是它的大股東
，我和妻子是控制現金流的經理。

後來市場崩盤了，房子的價值跌到了40萬美元左右，但
我們並不在意，因為我們持有的票據和抵押貸款太多了，我
們都是用貸款買的。對我來說，最大的風險不是把股權和我
的3%的HELOC票據分開，是那平均超過18%的回報加上回
扣。如果我需要資金，我可以出售或借到我的票據投資組合，
順便說一下，這是在一個單獨的，安全的範圍內進行的。這些
年來，我有超過200萬美元的交易(平均貸款利率為4%)，用于
房地產交易和支付15%以上的票據，如果我不這麼做，我一年
就會損失大約30萬美元，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成
本。

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對我來說，還清房地產債務的最
佳方式是把錢放在資產負債表上，放在一個單獨的、安全的
範圍裏，我有許多方法可以完全控制這個局面，只要我願意，
我隨時都可以還清我的大部分房產。坦率地說，我仍然有太
多的股本(暴露和未被充分利用)，因為銀行最近過于保守，而
且估值過低，但正如鮑勃•迪倫曾經唱過的那樣，“時代在變
”，一旦放貸放鬆，價值回歸和增長，我將成為第一個在銀行
獲得另一筆貸款或貸款的人。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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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200310A簡 房地產現況

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于我經常聽到的新
票據購買者的問題，即“我怎麼知道我買的是
票據呢？”對我來說，他們可能不喜歡我的回
答，“一開始你並不能知道，直到你完全退出
交易才能認清。”說實話，退出交易可能需要
幾周甚至幾年的時間。當然，根據你投資的票
據類型，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來限制你的負面
經歷，但是，歸根結底，發生的事情更多的是
統計數據，而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他們
沒有足夠的多樣化數據。外界有7件事可以
威脅到一筆交易，讓我們來看看可能會影響
交易的一些事情。

1. 錯誤數據
這可能是錯誤的信息，無論是由票據銷

售者還是可信的銷售者提供的，而且，有時沒
有數據會像不正確的數據一樣危險。需要注
意的幾件事包括不準確的BPO、E&O報告中
的錯誤(產權負擔和占用)、公共記錄中的錯誤
、數據缺失或不準確的信用報告，甚至是糟糕
的報告類型，並非所有報告都是平等創建的。
有時候時機不對，某些信息還沒有被記錄在
公共記錄中，你買了這個房產，然後在你買了
之後它就成為了記錄的一部分。購買前的盡
職調查對于確定是否丟失了重要數據是至關
重要的，例如，我們不會根據票據賣家的數據
來判斷重要的事情，我們通常提取我們自己
的信用報告和我們自己的BPO，所以我們知
道我們得到的信息是最新的，而且，如果它們
的格式與我們習慣的格式相同，我們就可以
更容易地識別出記錄中的任何錯誤。

2. 注意無良賣家
顯然，如果你不相信賣家，他們可能會毀

了一筆交易，他們要麼帶著你的錢跑掉，要麼
不兌現承諾，歸根結底還是要瞭解你的票據
賣家。但是，如果你是票據交易的新用戶，沒
有一個你信任或覺得舒服的賣家，這裏有一

些方法可以保護你自己，例如，您可以設置委
托付款，使用受托信，或利用來自文件托管人
的异常報告來清點抵押品中缺少的內容和存
在的內容。

3. 不完整的抵押品或文件
這不僅包括丟失的文件，如筆記副本或

丟失的作業，還可能涉及不充分的文件，包括
非規避性協議或寫得不好的PSA（購銷協議）
或NSA（票據銷售協議），這些協議沒有適當
的措辭來說明銷售代表和認股權證以及回購
條款和各種時間表等重要事項。一份糟糕的
合同顯然會毀掉你的交易，如果文件丟失，找
回這些文件的時間和費用可能會危及您在需
要時及時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能力，從而使
您的資本投資面臨風險。

如果你已經簽署了一份糟糕的合同，這
並不能很好地保護你不受這類問題的影響，
當這些問題出現時，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
它們。你可以回到賣家那裏去找文件，如果是
遺失的便條，你可以提交一份遺失的宣誓書，
但是，如果所有這些方法都失敗了，您可以聘
請一個文檔檢索公司來跟蹤丟失的文檔，這
可能要花費幾百美元，但如果你正處于止贖
期，這可能會讓你擺脫困境。

4. 錯誤的律師
這可能是最大的風險之一，尤其是當你

還是新人，還不習慣與律師打交道的時候。我
曾被一個糟糕的律師騙過，但那確實是我的
錯，因為我丟了錢，那是一次教訓。顯然，你需
要聰明、有經驗、高效的律師來代表你，畢竟，
合法是你最大的支出。當你雇傭律師時，你需
要面試他們，很多票據交易的新用戶不習慣
面試，尤其是在專業水平上，我們剛開始的時
候也沒有律師，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們已經
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律師名單。所以，當你聘請
律師時，你需要要考慮以下幾點：

他們的經驗水平如何？他
們對該州的止贖或破產情
况有多熟悉？
他們通常代表貸款人還是
借款者？
有人把他們介紹給你了嗎
？

他們如何向你傳達過程的？
他們能詳細地告訴你那個
州的時間表嗎？
他們州的需求有什麼獨特
之處嗎？
止贖程序每一步的費用是
多少？
收費結構是否符合州政府
的指導方針？

5. 缺乏風險監控
所需的風險監控類型

取决于你持有的貸款類型，
例如，如果你擁有第一筆抵
押貸款，你最大的風險往往
是稅收、保險和HOAs(業主協會)，稅收可能是
一個威脅，因為他們優先于優先留置權，因此
，如果他們進行稅收出售，可能會消除第一留
置權，作為票據所有人，您需要監控稅收，以
保護您的地位。你可以自己監控稅收或者雇
傭一個稅務跟蹤公司來為你做這件事，在一
些州，HOAs也可能優先于第一留置權，因此，
作為票據所有者，您需要檢查HOA的情况和
房產所在狀態中的需求。如果你選擇二次抵
押貸款，通常你最大的風險(除了房地產市場
的波動)是優先留置權，要監測優先留置權，
你可以自己聯繫留置權持有人，或者你可以
拉出信貸，看看他們是否已經報告，大多數情
况下，如果你是高級留置權的監督者，你可以
在需要的時候做出更明智的商業决定。

6. 時間較長
我這裏指的是國家具體的時間線，包括

止贖、贖回，和驅逐。當你和你交易所在州的
律師交談時，一定要弄清楚這些時間表和費
用是什麼樣子的，知道最近的政府規定或要
求也無妨。大多數票據持有人不會對每一筆
拖欠的資產進行止贖，而且，許多開始取消抵
押品贖回權的過程並沒有實現，有時，較長的
止贖時間或贖回期可能會給你更多的時間來
與房主達成協議。

澄清一下，贖回期是房屋所有者在止贖
出售後的時間分配，允許房主帶來當前的貸
款或抵押回房產，驅逐本質上是一個州的程
序(在止贖出售和贖回期結束後)，來幫助那些

拒絕離開房產的人。如果這是一個很長的時
間表，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搬離他們
確實負擔不起的房產，比如為他們的下一處
房產提供首付款，付錢讓他們為該房產尋找
租戶等等。瞭解時間表和成本可以幫助您做
出更明智的業務决策或改變策略。

7. 長時間的清算
如果你收回一處房產，而且清算時間很

長，這可能會毀掉你的交易，尤其是如果你把
資本成本、法律和管理費用等因素考慮在內
的話，有時，沒有房地產公司也會有交易風險
，無論是在收購還是在清算的時候。這更像是
房地產市場的一個跡象，但是，如果你在市場
營銷方面很有創意，即使市場低迷，有時你也
可以縮短清算的時間。

正如你所看到的，票據投資有許多固有
的風險，就像房地產投資一樣，我肯定我只談
到了冰山的一角。我們不要忘記心懷不滿的
借貸者，或對空置房產進行破壞的人的行為，
更不要忘記凍結管道或市政當局罰款等因素
。但是，我可以誠實地說，我不會有任何其他
方式，我相信，所有這些風險，以及我們當中
一些人管理這些風險的能力，創造了票據投
資的機會，畢竟，如果每件事都太容易，那麼
每個人都會去做。那麼，請告訴我，你在交易
中采取了哪些措施來降低風險？請務必在下
方留言。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有7件事會威脅你的房地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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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美國以各種原因買房，這一話
題逐漸成為了熱點，而美國紛繁的房屋保險也隨之廣受關注
。有許多的屋主知道房屋保險很重要，也一直繳納保費，但是
當遇到問題時仍然束手無策，出現爭取不到理賠的狀况。在
本文中將會對美國房產保險做一個大致概况，並且對房屋保
險的理賠做一個詳細介紹。

什麼是美國房屋保險理賠？
在美國買房，如果是以貸款的形式，銀行會要求你一定

要購買房屋保險，而現金交易時雖然不會有法律強制你購買
房屋保險，但是防患于未然，你最好購買房屋保險。

要注意的是，在購買房屋保險時你要主動告知保險公司
房屋的用途，例如出租或是自住，若是自住，再保險內容中會
為你加上屋內私人財產的保險；若是出租，則不必以節省保
費。

具體美國房屋保險的概念和保障範圍包括哪些方面，可
以查閱美國地產網-美國房屋保險覆蓋範圍包括哪些？

擁有HO-3之後，所有自然災害都能得到理賠嗎？
在美國買房，HO-3被稱作全保險，是一個大眾購買最普

遍的房屋保險類型，因此，本文以此為例進行闡述。我們很容
易被它的名稱所迷惑，誤會它是一種包含了所有項目的全保
險，事實上，這是一個誤解。從功用上講，它是一個包含內容
很廣泛的保險，但是不包括戰爭、核災、水災、地震、地陷。

知道H0-3的保險內容之後，我們需要考慮自己的房屋
所處的位置是否容易發生這些災害，如果容易，那麼最好額
外購買相關保險。因為像是戰爭、核災、水災、地震、地陷這些
損失的理賠是在全保險以外的額外的一項保險出售的，如果
自己不知道是否需要購買這些保險，你需要諮詢保險經紀人

或是保險公司的代理人。而這些額外的保險的
費用是因地而异的，如果該地發生該類災害的
可能性越大，那麼費用自然就會越高。

在何時，我的保費將會上漲？
我們要知道，保險公司最討厭的是有如下：
√ 一是火災，尤其是由人的疏忽而導致的火
災
√ 二是人為導致的水災
√ 三是發生盜竊或者人為損害。

如果你的房屋在三年之內發生了2次及
以上，那麼你的保費將會被迫上漲，除此之外，
你甚至有可能被拒保。

由于在保險範圍內的災害而引起的連
鎖損害，可以獲得理賠嗎？

是可以的。例如由于連日的暴風雨，路邊
的樹被吹倒，繼而損壞了我的屋頂，由此造成的損害是可以
獲得理賠的。

水災保險
在美國買房，水災保險是有門檻的，必須是加入國家水

災保險計劃的社區裏的房屋才能購買水災保險。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署將水災分區為三大類，分別為高風險區、中低風險
區以及未分類區。如果實在高風險區且是貸款買房，就必須
購買水災保險。

在美國的保險業中，由于颶風、水位過高漫出防波堤、陳
舊或者堵塞的排水系統、降雨過多過快排水不及時、積雪融

化排水不及時等都可能造成水災。但是下水道水回流、
滲漏或者是因為潮濕發黴造成的損失等是不包括在水
災保險內的。而且水災保險的項目不包括房屋內的貨
幣、貴重的金屬、股票憑證等有價值的文件，也不包括
房屋外游泳池、樹木、庭院、車輛等。

除此之外，水災保險是按年收費的保險，購買後也
並不是立即就能生效使用的，一般會有長達30天的等
待期，因此如果是在雨水高發區建議在雨水高發期前
一個多月購買水災保險。

美國買房，房屋保險的索賠有哪些流程？
申報損失

美國的房屋保險理賠是需要在一定時間內自己主
動申報的，這個期限一般為房屋發生損失的60天之內
，你需要填寫“損失證明”交給保險公司，在損失證明中
你需要詳細地列出各種損失項目及其價值，日後保險
公司將會來審核，為了方便，你可以按照房間位置填寫
。

計算折價
在填寫證明時的價值填寫，並不是這些物品的購

入價，所有財產損失都要折價。一般來說，電器的年折
舊率以10%計算，硬式家具為5%，軟式家具為10%，工
具類為5%，衣服5%，而古董珠寶等不折舊。為了有價

格證明，你需要盡可能地收集這些物件的收據或複印件作為
核損依據。你需要養成一個平時就將屋內貴重物品列一個清
單並且保留收據一起保存好的習慣，這在理賠時會使程序相
對方便。

保存證據
在索要理賠過程中，若是遇到了不按法規的保險公司，

你需要將整個事件的緣由記錄下來，保存好交流的證據，以
便找律師來保障自身利益。

注意房屋保險理賠的事項時限
√ 需要在損壞發生的60天之內向保險公司遞交損失證明表
；
√ 在保險公司發出估價通知後的20天內選好估價員；
√ 如果對保險公司的理賠存在异議，必須在損害發生的12
個月內提出訴訟；
√ 空置的建築物在損失發生時投保時間若未滿60天，保險
公司將不予以受理。

影響保費的因素有哪些？
房屋重建的成本：理論上來，重建的成本越高，保費將會

越貴。
房屋所在的地理位置：發生相應自然災害或者盜竊的幾

率，以及當地的相應防治措施是否完備。
自負額：對于每一個房屋保險項目，投保者都可以自己

選擇合適的自付額，當意外災害發生時，你先支付自負額，然
後保險公司再負責自負額以外到保額的那部分，你的自負額
越高保額自然就會越低。

房屋自身的安全保障：自身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到位，
例如是否安裝安全報警系統、煙霧探測器等。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將車險和房險一起保，也可以降低
保費。

其實，擁有自己的房屋不容易，不發生意外才是最好的，
在瞭解清楚保險理賠的同時，也要注意房屋的日常維護，這
樣從源頭降低災害的概率才是對房屋對自己最好的保險。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買房保險理賠情况及流程介紹美國買房保險理賠情况及流程介紹美國買房保險理賠情况及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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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

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

水清悠悠。”清澈动听的云南民歌《小

河淌水》在莫斯科州立剧院的舞台上悠

然响起，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画上

完美而动人心弦的句号。全场观众无不

动容，起立向演员们致敬。

这部作品的作曲家是在中俄音乐界

均享有盛名的俄罗斯华裔作曲家——左

贞观。

他的传奇人生和享有盛名的音乐作

品、他写的书和文章、他在艺术交流上

做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俄文化交流

的重要使者。1999年，时任俄总统叶利

钦授予左贞观“功勋艺术家”称号。

2005年，左贞观因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

的杰出贡献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友

谊勋章”。

日前，左贞观度过了自己的75岁生

日，莫斯科州立剧院特意为他举办了一

场庆祝演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由

左贞观根据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同名云南

民歌《小河淌水》改编而成。当初他把

自己的这部作品送给了俄罗斯国家芭蕾

舞团，14年后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决定

演出这部作品，为老朋友的生日献礼。

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的音乐由左

贞观谱写，是一部中俄合力打造的艺术

作品。2006年，这部舞剧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从那以后，

这部作品一直作为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

的保留剧目在中俄各大剧院上演，用舞

蹈语言向观众们讲述中国的民间传说。

在《小河淌水》的创作中，左贞观

把中国民间音乐用西方的作曲手法表现

出来，既让中国观众感到亲切，也让俄

罗斯观众感到新奇。

“因为芭蕾舞剧是西方的一种艺术

形式，我们就要以芭蕾舞剧的规则来写

，但是旋律是中国的旋律。所以，《小

河淌水》虽然非常短，但是我让这首乐

曲在芭蕾舞剧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出现

了十几次，不过每一次的出现都不一样

。”

左贞观还在舞剧中融合了诸多云南少

数民族的民歌元素。“这部芭蕾舞剧里面

不仅有《小河淌水》，还有很多云南的民

歌，我自己还创作了一些，写了一些舞蹈

，比方说水草舞、水妖舞、萨满的舞蹈、

男子舞。我这个男子舞全程都是演员在打

鼓，大家特别喜欢，这段鼓乐经常单独演

出，在俄罗斯演过很多次。”

1961年，左贞观16岁时随母亲来到

苏联定居。一句俄语不会的他从零开始

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并在伊尔库茨克

音乐中学学习大提琴。俄罗斯文化在他

身上的烙印和中国文化一样深。

中学毕业后，左贞观进入新西伯利

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系的同学们

常拿自己创作的曲子给他演奏，他像被

“传染”了一样，也爱上了作曲。1973

年，他毅然决然放弃了乐队首席大提琴

手的工作，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

来到莫斯科格涅辛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70-80年代，苏联的先锋音乐如日中

天。左贞观在其中发现了对音乐完全不

一样的理解——自由的思想、不受节奏

型约束的旋律、新颖的和声和配器。他

立刻觉得，传统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花了两年时间，没写一首曲子，专

心去寻找自己的风格和形式。终于有一

天，他借用中国古琴的演奏技法创作出

一首东方静思风格的大提琴独奏奏鸣曲

，惊艳了整个莫斯科作曲界。

后来，他为自己立下目标——要把

中国音乐同西方作曲技巧更好地结合。

也正因如此，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是中

国主题。

“我的根在中国。就像一棵中国的

树，就算在别的地方生长，气候不一样

，水土不一样，但长出来还是中国的一

棵树，不管怎么样，不会变很多。我的

根在中国，所以我学习作曲以后，写的

作品都同中国有关，无一例外。”

1992年，左贞观创办俄罗斯爱乐乐

团，其中汇聚了最优秀的俄罗斯演奏家

。他多次带着自己的乐团回到中国演出

，并推荐多个优秀乐团、芭蕾舞团、话

剧团等演出团体来到中国。

儿时在上海的生活给左贞观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时街上拉二胡

的流浪艺人、卖膏药的、变戏法的唱的

歌，都化作他未来创作的灵感来源。他

对祖籍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一刻也不曾

停息的挂念。

俄罗斯首位华裔功勋艺术家的
传奇音乐人生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国的华侨

华人都怎么样了？中国侨网 (ID：

qiaowangzhongguo)特别推出“海外留守记

”系列稿件，讲述华侨华人的留守“战疫

”故事。本期，侨胞梁依为我们讲述德国

华侨华人的留守故事。

“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

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

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 ，每次读到汪曾

祺老先生的散文《梦故乡》，就不禁泪流

满面……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华侨华人

群体也开始担忧。但大部分海外华侨华人

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之后，还是选择留在当

地。

住在国政府保障民众生活食品和用品

、现金的正常供应，并对受损企业增加补

助等措施，再加上有效的防护和必要的准

备，留在住在国是目前最稳妥的选择。

并且，德国的普通民众也开始渐渐戴

起口罩了。医院诊所里戴口罩的医生护士

也渐渐多起来。这也都说明大家的防范意

识在增强，民众并未出现大的恐慌。

因为抢购导致卫生纸等物资暂时短缺

的现象，超市也保证会尽快供应。大多数

生活用品和食品供应还是正常的，可以买

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也发表电视讲话

，承诺一定会保障物资供应。

尽管身在异国，可是海外华侨华人对

祖(籍)的一片赤诚之心不改。中国人向来

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每一次

国难当头，都彰显了华侨华人群体强大的

凝聚力和赤子之心。

以我身边最近的一件事说起。在中国

国内疫情严重时，德国斯图加特汉语学校

校长陈薇女士带头组织了捐赠工作，以中

华文化协会和斯图加特汉语学校的名义，

筹措捐赠物资。

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和中国航空

公司及中国外运空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帮助

下，物资被运往重庆慈善总会。而重庆北

碚侨联统战部在得知德国疫情严重之后，

近期又筹措口罩再捐回德国。

再举一例。前段时间，德国各地华侨

响应国内医院求救呼声，各个校友会、同

乡会、各省驻德代表、各地商会和协会，

以及不少个人，募捐采买医疗物资，包机

送达前线指定医院。而国内受助地区的医

院在度过危机之后也开始回馈华侨，免费

为海内外华侨华人义诊。

浙江侨联近日还向意大利华侨华人赠

送预防瘟疫的中药。刚刚恢复产能的国内

企业也纷纷表示会支持德国医院采购保证

供应。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海外

华侨华人所做的一切原本不求回报，一切

源于对祖(籍)国母亲割舍不断的牵挂和对

故土同胞苦痛感同身受的悲悯。谁都无法

袖手旁观。

如今所在国出现疫情危机，很多华侨

华人又积极行动起来，尽自己微薄之力，

为当地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发出华

人的声音。

比如有一些华人自发组织，将中文版

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翻译成德文版，转发

给德国各地医院的医生，让他们能参考到

中国抗疫的实操经验。

很多前期帮助给国内募捐采购捐赠物

资的爱心人士，现在又投入到帮助德国瑞

士等医院采购物资的行动中去。目前已经

有华人爱心机构将防护服捐赠给重灾区北

威州的医院。

海外华人自己也积极组建互助小组，

微信上各种中药团购群、口罩消毒液团购

群、心理互助群、中医免费诊疗群、甚至

还有中餐外卖群……大家互相支持，共度

难关。

苏轼在他的《定风波》里感叹到：此

心安处是吾乡。谨以此向所有的海外华侨

华人致敬！

此心安处是吾乡
致敬海外的华侨华人

I/房地產專日/200317B簡 房地產現況

不少華人喜歡在美國做土地投資，並喜歡興建旅館與酒
店，但華人對于美國法律不理解，常常落入陷阱，讓自己血本
無歸。那麼，在美國投資土地，有哪些注意事項呢？

開發與分割都要許可當心條件與期限
中國人往往認為土地買回來，就馬上可以蓋酒店，事實

上，在美國要開發一塊土地，有很多法規跟要求，往往買了土
地發現跟賣方所說的差距很大。

舉例說，投資者買下一塊土地，要申請酒店建築，需花三
到五年的時間，甚至還不可以建，這種情况現在常見。舉例曾
看過的案例，房產經紀賣的時候說，土地可以建18個單位，
結果拿回來是一塊“生地”，什麼都不可以做，要走完整個過
程還要經過市政府的檢驗，甚至還不可以建。

他提醒要買土地做投資的華人，需要清楚自己的投資標
的物是已拿到政府許可、已分割好的“熟地”或是相反的“生
地”，以免上當。

市面上大部分土地買賣都是生地，有些只能作住宅用途
，不可蓋商業建物。此外，投資者也要注意土地上的單位是否
已分割。“以加州來講，土地上要建5個房子，你必須要分割完
畢以後，得到政府的許可，才能出售。”

即使拿到政府許可是可以開發的土地，還得當心是否有
附帶條件。政府開的附帶條件可能是：給你建50個單位但周
邊的馬路你要加寬。條件要符合的話，你的投資費用已經上
漲多少倍了。

此外，建築許可的有效期限也得當
心注意。“通常建築許可是5年，拿到你
手裏還剩下個半年、或一年時間，能不
能延期還不知道。”

不與房產經紀做口頭承諾
房產經紀帶投資者看土地時說可

建五星酒店，而且價錢很好；結果投資
者跳進去後市政府說“那塊地不能蓋酒
店”。投資者再問房產經紀，經紀人說曾
問過市政府，當時說可以，現在不能建
是市政府的問題。

華人與經紀人間常做口頭陳諾，這
相當危險。提醒投資人買土地做開發，
一定要請專業團隊做可行性調查。“需
要有工程師、建築師、會計師、律師，與
對商業房地產有經驗的經紀人。”

許多投資者為了省時間，將房屋結
構、市政府法規等問題全部詢問經紀或
交給經紀人解决，這相當危險。坊間經
紀人很多，素質參差不齊，許多經紀人
沒經驗或只想趕快成交，他們也並不瞭
解稅務、法律、房屋結構方方面面的問
題。 文章來源：網絡

投資美國土地投資美國土地 生地熟地陷阱多生地熟地陷阱多

你可以進行免稅的方式你可以進行免稅的方式
全國各地的業主每年花費約4,250億美

元在房屋裝修上，從新屋頂到重新裝修的廚
房等各個方面，家裝業正在蓬勃發展。除了享
受翻新的房子，一些業主也有資格享受稅收
減免，這是一件好事，因為美國人在房屋裝修
上的花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哈佛大學住
房研究聯合中心3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這4,
250億美元的支出較10年前增長了53%，這
種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國住房庫存的老
齡化推動的，業主們會升級他們的老房子，以
及對投資性房產進行更多的翻新。

但知道何時以及如何申報稅收優惠並不
總是那麼容易。專家稱，在家辦公的業主享有
最大的稅收優惠，他們可以申請家庭辦公室
扣除額，以及用于改善辦公室或住宅的扣除

額，還有出租物業的業主。以下是房主可以申
請稅收優惠升級的四種方式。

1、家庭辦公室的修理和翻新
在專門家庭辦公室工作的企業主，這意

味著這間房子除了商業用途外，沒有其他任
何用途，他們可以在修理辦公室的費用中扣
除一年的費用。較大的翻修會影響房屋的長
期價值，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貶值。Zil-
low的經濟學家杰夫•塔克說:“如果你有自
己的家庭企業，你將獲得最多的稅收優惠。那
麼，你改善家庭辦公室的成本是可以扣除的。
”

克裏斯汀•曼庫索和尼克•克勞福德以
克勞福德的筆名寫小說，他們說他們正在
翻修佛蒙特州伯靈頓家中的一個封閉的
門廊，使之成為一個辦公室，這一步驟部
分是由他們的會計推動的，儘管他們也需
要更多的工作空間，因為他們有兩個小孩
。克勞福德說：“我的注冊會計師總是問這
個問題，今年我們可能會努力爭取一點。
”

2、改善你的房子
另一方面，普通的房主不能扣除普通

的修理費用，比如漏水的水龍頭或壞了的

燈具。但被視為資本改善的裝
修，或大幅增加房屋價值的升級，可能帶來比
較長期的稅收優惠。金融服務公司 Better-
ment的稅務主管埃裏克•勃朗寧坎特(Eric
Bronnenkant)指出，這是因為資本改良的費
用被計入了購房價格的成本基礎。比如，一個
房主花20萬美元買了一套房子，花5萬美元
裝修廚房，那麼他的成本基礎將提高到25萬
美元。當你出售房屋時，這一點很重要，因為
它可以降低你出售時的資本利得稅，儘管它
只會影響那些房屋價值大幅上漲的房主。

勃朗寧坎特說:“這可能是個問題，也可能
不是，這取决于你獲得了多少收益。一對已婚
夫婦可以從出售房產中獲得50萬美元的收
益，而單身人士可以獲得25萬美元。”換句話
說，除非你對已婚夫婦的利潤超過50萬美元
，對單身房主的利潤超過25萬美元，否則成
本基礎的提升不會產生影響，因為任何低于
這一水平的利潤都可以免交資本利得稅。

3、節能升級
房主還可以通過一系列項目，如聯邦住

宅可再生能源稅收抵免，獲得節能升級的稅
收優惠。在2019年12月底之前安裝太陽能電
池板或太陽能熱水器等替代能源設備的成本
中，這部分抵免占了30%。各州和各城市也可

能對進行節能升級或維修
的房主提供稅收優惠，國家
和地方獎勵的數據庫可以
在這裏找到。

4、投資性房地產
專家表示，投資性房產的業主還可以從

房屋維修和投資中獲得稅收優惠。例如，對出
租房屋進行必要的修理，比如修補漏洞，在發
生的年份可以扣除。

1ChicRetreat公司的共同所有人凱倫•
坎貝爾(Karen Campbell)說：“由于《減稅與就
業法案》的變化，一些房東或許還能在其他升
級項目上獲得更大的優惠，比如為裝修一套
出租房而購買新家具和設備的成本。這對想
要通過創造更有吸引力的租金來提高租金收
入的Airbnb房東來說是很有價值的。”該公
司為度假租賃者提供裝修服務。

坎貝爾說：“我們告訴他們，你們和會計
談過了嗎？你知道這樣做的好處嗎？你必須關
注每一個方面。你不只是在管理一個房子，企
業會進行稅務注銷，你也應該進行稅務注銷。
”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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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已至，一切炽热的温暖的能

量将要苏醒。等候那耀眼夺目的夏日

来临，不忙着焦躁，幸好还有一碗枇

杷膏，留住这日子里的一抹温柔。

春寒天晚，日头落得比往常平静

的冬日稍迟一些。人在单位里值班，

临收工的光景，老好人同事送来了一

篮子枇杷，鹅黄色的果子摸起来毛茸

茸的，兜兜转转从闽南寄来，竟一个

也没有烂。搁在寻常日子，我大概会

挑几个卖相上佳的果子拿出来单独摆

着，取个清供好意。可此时，草长莺

飞的时节将至未至，吃鲜果也好似成

了奢侈的享受。

禁不住开始盘算如何消化这篮珍

贵的枇杷来。人在关注吃喝本身的时

候，精神头最为充分。净吃实在不舍

得，不如做些果酱呢？把四时流转的

季节礼赠请入罐中，也应了少时读的

风物志里对枇杷的歌咏：

“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

与大多数果树有异，枇杷赶在秋

冬天开花，冷香散开之际颇有些清凛

意味，然而一逢春朝暖意升空，它又

是最早成熟的果实。五月天里若在南

方湿漉漉的街巷走过，只要眼光瞥到

高处的枇杷树结果了，便知盛夏的热

络渐近了。

熟透的枇杷，滋味清甜且具有滋

补功效。芦橘是它的古称别名，苏轼

被贬至岭南靠吃荔枝排解郁结之际作

的那首著名咏物诗中，就已出现过枇

杷的身影：

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

新

或许是南中国的季候风滋润了这

颗全身皆可食的小果子迅猛生长，浩

浩岭南、福建地域的食客们，一早便

懂得将这颗娇嫩枇杷的食用价值发挥

至高。

鲜吃枇杷，精华在于果中含有的

葡萄糖、铁、钙及各种维生素，诸多

营养成分中又以高量的胡萝卜素在诸

果中拔得领先。枇杷叶入药，则是中

医理论“药食同源”讲究中最重清肺

降气的一味。某年困在海外过春节，

冲一杯川贝枇杷膏竟喝出了乡愁的滋

味，这可算是枇杷的中国符号属性的

意外获得。

对乡土情怀尤其重的闽南人来讲

，一味枇杷膏的滋味，承载着儿时的

隽永记忆。近海独特的风土不仅令这

片土地的子民靠海过活，在凛冬栽种

一批果树、待春芽吐露之时收获果实

，是古城漳州云霄县城的独特风景。

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初代女权运

动家秋瑾的父亲秋嘉禾履职至云霄，

便发现此地所盛产的枇杷花、叶、根

的妙处。闽南乡民煮水时习惯投入枇

杷花叶同饮，取其清肺生津之效用，

乃是最凡常不过的朴素养生法则。

“在地”的人，要吃“在地”之

食。这亦算是闽南当地独特的过活守

则。当地留存的古朴风俗造就了这片

土地格外滋养手艺人“一生只做一件

事”。在这座有着“枇杷之乡”美誉

的小镇上，陈德厚守着他引以为豪的

“云霄枇杷”，熬了一辈子枇杷膏。

自16岁习得这门传承自祖辈的手艺始

，“经验”是他最为看重的技艺核心

。

以枇杷枝做柴，经古法铁锅“锤

炼”，蒸叶，耗费比现代生产线多16

个小时的工夫，投足半斤枇杷叶熬制

，收获的一碗枇杷膏在浓稠之余，还

蕴藏着鲜嫩的枇杷叶汁。

刚出锅的枇杷膏颜色深沉发棕

，单看颜值不具各色浆果的透亮喜

人劲头；以人作喻，这膏来得有些

内秀。

以木勺轻蒯膏体，只要少少一勺

就够，果糖的味道轻扑鼻尖，急不迫

地用温水冲开，可嗅得久违南方小城

街巷树下的枇杷香气。初入喉间，浓

密口感像在食果酱，滋味却比早餐桌

上常见的柑橘、草莓类果酱口感来得

更加香糯；前味是桂圆干的香气，待

果膏滑落胃中，于舌根处细品又可体

味到一丝蜂蜜的温甜。

浓稠的枇杷膏更像果酱，入喉香

糯醇甜

若你也是“观察泡腾片升腾”爱

好者，在这碗枇杷膏里还能发现另

一重乐趣。静观膏体入水，可清晰

看到枇杷果实与叶熬碎的颗粒。等

滚水稍凉些一饮而尽，透嗓的甜润

不带腻感，淡淡的枇杷果酸缠绕舌

尖，解渴之余，那身心积聚多日的

春日燥气也被温柔抚平了。

独居异乡的日子里，偶然会想

念起在上海住家窗前的一株枇杷树

。清早苏醒，睁眼先看到的不是太

阳光，而是临窗摇曳的枇杷树叶晒

足阳气后射到窗帘上的果实影子。

物哀物喜，人对于光阴的流逝，有

时是纯靠自然感知的。如那南宋的

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在初夏游园之时

所作的：

乳鸭池塘水浅深

熟梅天气半阴晴

东园载酒西园醉

摘尽枇杷一树金

仲春已至，一切炽热的温暖的能

量将要苏醒。等候那耀眼夺目的夏日

来临，不忙着焦躁，幸好还有一碗枇

杷膏，留住这日子里的一抹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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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華盛頓消
息：美國代理海軍部長托馬斯·莫迪
（Thomas Modly）週四（4月2日）宣
布，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的指揮官布雷特·
克羅齊爾（Brett Crozier）在寫備忘錄警
告海軍領導層需要採取果斷行動以挽救
海軍戰士生命的行動後被解除職位。
莫迪在五角大樓新聞發布會上說：

“今天，按照我的指示，西奧多·羅斯福
號航空母艦的指揮官布雷特·克羅齊爾已
被航母打擊小組司令斯圖爾特·貝克
（Stewart Baker）上校解除指揮權。”
莫迪告訴記者，克羅澤爾不是因為有

任何證據表明他向媒體洩露了備忘錄而
被撤職，而是因為“挑戰與船上COVID
突圍的複雜性壓倒了他在專業行為方面
的專業能力（能力不夠），這是什麼？
當時最需要。”
“我沒有任何信息，也沒有試圖暗示

他洩漏了這些信息。該信息已在《舊金
山紀事報》上發表，這讓我們所有人都
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它出現在文章中，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 “我會說的是，他將它廣泛地發送出去，而在廣泛地發送時，他沒有註
意確保它不會洩漏，這是我認為的責任之一。”

有關問題的信息包含在本週早些時候由克羅齊耶寫給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備忘錄中。
莫迪說，克羅齊耶鬆了一口氣，因為他走出了指揮鏈，並在不安全的系統上發送了備忘錄，

從而增加了洩漏的可能性。

一名美國國防官員周四早些時候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西奧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的114
名海軍戰士對該病毒測試呈陽性。

克羅齊耶在備忘錄中寫道：“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將大多數人員從已部署的美國核航空母艦
上撤離並將他們隔離兩個星期似乎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 “這是一個必要的風險，它將確保承
運人和空中機翼盡快恢復運行，同時確保我們海軍戰士的健康和安全。在航母上保持4000多名年
輕男女是不必要的風險和破壞。信任那些委託我們照顧的海軍戰士。”

莫迪週三表示，如果事實證明這封信被洩露，“如果-如果-如果他對此負責的話，將違反良
好規章和紀律原則。但是，我不知道。他向指揮鏈寫了信來表達他的擔憂的事實絕對不會導致任
何形式的報復。這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指揮官能夠做到的。”（這些話只能發在內部，不能夠洩
露）。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先前報導說，隨著航母上冠狀病毒病例的數量持續增加，西奧多·羅斯福
號航空母艦的一些海軍戰士將在關島的酒店房間內被隔離。

莫迪週三說，到目前為止，該船約4,800名機組人員中的1,273名已經接受了這種病毒的測試
，海軍仍在等待某些測試的結果。

他說，已有約1,000名海軍戰士從船上撤離，並上岸轉移到該船目前所在港口的關島。
莫迪告訴記者：“我們現在已經有將近1000名人員下船。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預計將有

2700名人員下船。”
一些海軍戰士將不得不留在船上。
海軍作戰部長邁克·吉爾迪（Mike Gilday）上將說，由於需要繼續執行諸如航空母艦核反應堆

的運行之類的基本任務，因此無法將船員從這艘航母上全部撤離。
莫迪說：“這艘航母上有武器，有彈藥，有昂貴的飛機，有核電站。在這艘船上需要一定數

量的人員來維持航母的安全和保障。”
航母上冠狀病毒爆發正在迅速升級
五角大樓上週證實，羅斯福的三海軍戰士測試呈陽性，兩天后這一數字上升到25名。這個數

字在星期二至少上升到70，而在星期四上升到100。
週一，一名美國國防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第二艘美國航母羅納德·裡根號也面臨

“少數”發病病例。

冠狀病毒爆發的美國航空母艦
指揮官因洩密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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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合作共享理念贯穿科技攻关全程

全球战“疫” 中国科技贡献“硬核”力量
本报记者 刘 峣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危难之际，中国将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悉数公开，以
“硬核”的科技力量，助力全球抗疫行动。

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及时与全球科技界共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疫
情防控策略，坚持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深入沟通——关键时刻的科技力量，为抗疫全
球阻击战注入强大信心。

第一时间共享病毒基因组信息、搭建相关数据和
科研成果共享平台、开展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科学
数据和信息共享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同舟共
济、合作共享贯穿着中国抗疫科技攻关的全过程。

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初，中国科研人员就以共
享精神向全世界公布了对新冠病毒进行研究获得的数
据信息。1月11日，中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
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疫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
基础。世界卫生组织也对中国公布病毒基因组一事表
达了感谢。

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及其变异位点的注释是病毒
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为此，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发布“2019 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国家微生物科
学数据中心则发布了“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
分析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相关数据和知识信息。

数据显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目前已经
为 152个国家和地区的 7.6万余访客提供了数据服务，
下载文件超过400万份。利用资源库中的数据信息，国

内外一些专家发表了一批相当高水平的研究文章。
在疫苗方面，中国坚持通过国际合作开展疫苗研

发。
在近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

部长徐南平说，中国第一时间与全球共享病毒和病
毒基因组序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各国更早开
展疫苗的研发工作。目前，中国疫苗研发五条技术
路线同步推进，每一条技术路线都有国际合作、都
是对外开放的。

徐南平介绍，比如DNA疫苗，中国有关企业正在
和美国Inovio公司进行实质性合作；mRNA疫苗，中
国企业与德国 BioNTech 公司进行合作；重组蛋白疫
苗，中国企业与英国GSK公司进行合作。

“疫苗研发是全球共同努力的事情，要汇聚全球力
量、全球共享成果，这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徐南平
说。除了及时共享科学数据、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
外，中国未来还将继续与各国深入开展疫情防控、患
者救治、基础研究等科技攻关合作交流，为全球抗疫
贡献力量。

“在对外援助上，我们有科技产品、有科研人员
参与，还有我们研究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到疫情
严重的地区提供技术服务。”徐南平说。

近日，由华大基因研制生产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盒远赴塞尔维亚，成为该国收到的第一笔外国援助抗
击疫情物资。据了解，华大基因的试剂盒目前已驰援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订货量超过100万人份。目
前，我国研发的多种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已正式取得进
入欧盟市场的资质，中国不仅捐赠了一批试剂，也已
开始陆续向许多国家供货。

意大利是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筛查
预警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为解决试剂盒数量有
限等问题，意大利罗马生物医学自由大学附属医院
向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企业——推想科技欧
洲分部求援，希望部署其自主研发的“肺炎智能辅
助筛查和疫情监测系统”。该系统可辅助医生判断
CT 影像，提高新冠肺炎诊断速度，降低疫情扩散风
险。

接到求援信息后，推想科技欧洲分部负责人立
刻紧急调配产品和人员，驱车前往抗疫一线，完成
系统上线调试工作，在医院迅速展开辅助应用。推
想科技欧洲分部负责人孙一鹏说，团队从德国抵达
意大利时，负责入境检查的意大利士兵了解情况
后，用并不流利的英语说道：谢谢你们在危险的时
候帮助意大利！

在全球防疫的战役中，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频
频亮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意大利、法国等国的
抗疫一线，大疆无人机开始应用于喊话、运输、测
温等场景，有效提升了防疫抗疫工作效率。

在阿根廷，华为公司在战略合作伙伴支持下，
向该国捐赠了基于“AI+云技术”的热成像体温检
测系统。该系统由华为和合作伙伴一同开发，依托
华为云平台，通过 AI 热成像技术，自动进行人体体
温识别，在有效避免人体接触的情况下，降低人传
人的风险。

近日，腾讯健康新冠疫情模块国际版 （TH_CO-
VID19_International） 正式开源，帮助开发者和服务机
构快速搭建疫情查询服务，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贡献科技力量。腾讯健康新冠疫情模块国际版以地图
和数据统计曲线展现全球疫情统计数据，涵盖新确诊
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治愈数、死亡数等统计维度，
并聚合了权威媒体来源的动态疫情报道，方便全球民
众通过手机获得及时的疫情信息。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近日表示，抗疫疫情的
“中国经验”之一，就是“广泛运用高新科技手
段”。如今，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抗疫成果也得到
了广泛的认可。有外媒称，中国不仅派出医疗队和
物资，还通过科技手段支援他国抗疫。在抗疫艰难
时刻，中国科技成果非常具有实用性，其成功经验
值得其他国家效仿。

疫情发生以来，新技术的应用为中外科
技交流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推动国际
科技交流方式升级。通过远程会诊、视频
会议等方式，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深入
交流，进行技术合作研究和技术服务，将
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同世界分享。

据了解，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通过
远程视频方式，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
了近 30 场技术交流会议——

3 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世
卫组织以多地视频连线形式，共同举办了

“ 分 享 防 治 新 冠 肺 炎 中 国 经 验 国 际 通 报

会”，向世界介绍防治经验和案例，深入
解 读 最 新 版 新 冠 肺 炎 防 控 方 案 和 诊 疗 方
案。

3 月 25 日，钟南山院士等中方专家在中
欧抗疫视频会上，与来自德国、意大利、
英国、罗马尼亚等国的专家一起交流，分
享诊疗方案及医护人员防护经验。钟南山
在 视 频 会 上 说 ， 中 国 本 着 早 防 护 、 早 隔
离、早诊断和早治疗的原则，进行了全方
位的疫情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 月 26 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教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与在美留学生和侨胞交流，从专业角度讲
解防疫知识，提供专业、科学的疫情防控
指导。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中国专家
通 过 视 频 会 议 无 私 地 与 世 界 分 享 中 国 经
验，与国外同行交流重症病例救治、院内
感染控制、药物使用等方面诊疗手段，各
方对这种视频会议分享经验的做法非常认
可。

除了视频交流外，中国科学家还通过各
种方式，与国际同行频繁深入交流，进行
技术合作研究和技术服务工作。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搭建的“防
控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共享交流平台”，目前
已有 99 种期刊上线，论文和报告共超过 700
多篇。同期，在 《柳叶刀》《新英格兰杂
志》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中国科学家
发表了 54 篇论文，与全球同行交流。

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张新民
说，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同世卫组织沟通交
流，加强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
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
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为取得全球
抗疫的最后胜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到疫情最严重地区提供技术服务

利用新应用推动国际科技交流

3月13日，中国同中东欧17国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视频会议，分享
和交流疫情防控经验及信息。 亚尼斯摄 （新华社发）

3月19日在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拍摄的中国向贝宁卫生部
捐赠的试剂盒。 塞拉芬摄 （新华社发）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伊拉克防治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成员，在成功安装移
动X光机后与当地医务人员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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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訊】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美國的疫情
越來越發嚴峻，各區的防疫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美南銀行
經全體董事會同意並決定，銀行將本著取之社會、人飢己飢的
精神，拿出銀行內現有的部份防疫用品同時再增添購買相關防
疫物資數量，如口罩、酒精、免洗手清潔液和防護面罩等，由
董事長李承穗和財務執行長林佩珊代表將所購得及收集的防疫
物品分別捐贈給休士頓中國城消防局、警察局及晚晴老人公寓
等單位。其目的是意從社區開始防堵疫情，並且支持和感謝警
察和消防單位為社區安全的防疫服務。

眾所皆知，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於長者
和體弱者而言是屬高致命的感染群。美南銀行有鑑於此，
美南總行行員利用上班工作空檔之餘，大家分工合作特別
製做簡易愛心防疫袋200餘個贈送予休士頓晚晴老人公寓
用於關懷長者的健康和幫助他們能夠提高防疫。並期許藉

此機會呼籲大家一起齊心抗疫，期盼可以引起共鳴，防疫
從你我做起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

州休士頓中國城百利大道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在休士頓糖城、德州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
ardson及加州Anaheim等地區均設分行，在加州City of
Industry 亦即將增設貸款辦事處等。以全面位服務，無論是
商業和個人銀行業務等，便利服務客戶需求和服務。有關
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美南
銀行總行地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
話: 713-771-9700

決選推遲至決選推遲至77月月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對外關閉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對外關閉，，線上提供有限服務線上提供有限服務

防止疫情從你我做起防止疫情從你我做起
美南銀行捐贈防疫物資給警消單位和老人中心美南銀行捐贈防疫物資給警消單位和老人中心

晚晴老人公寓管理經理鄭德生晚晴老人公寓管理經理鄭德生（（左一左一））代表老人公寓住戶們接受美南銀行愛代表老人公寓住戶們接受美南銀行愛
心防疫袋心防疫袋，，並與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並與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當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當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右三右三）、）、財務執行長林佩珊財務執行長林佩珊（（右一右一））將捐贈物資送達到位於將捐贈物資送達到位於72777277 ReRe--
gency Square Blvdgency Square Blvd警察局時受到熱烈回響並與部份同仁合影警察局時受到熱烈回響並與部份同仁合影。。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左三左三）、）、財務執行長林佩珊財務執行長林佩珊（（右一右一））
將防疫物資送到位於合作路將防疫物資送到位於合作路（（Corporate Dr.Corporate Dr.））消防局消防局，，受當日受當日
執勤同仁們的感謝並要求合影留念執勤同仁們的感謝並要求合影留念。。

(休士頓市, Texas州）-Texas州州長Greg
Abbott宣布將5月26日的政黨決選推遲至7月
，以應對冠狀病毒的爆發 （見公告於此）。選
舉已定於7月14日舉行，提前投票將於7月6日
至10日舉行。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Diane Trautman說："
我們將繼續與州務卿合作，隨時向居民通報有
關決選的最新情況。” 同時我們鼓勵選民多加
利用提前投票和郵遞投票的選項。

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即可申請郵遞選票：在選舉日當天年滿65
歲或65歲以上; 生病或殘障； 在選舉日當天以
及提前投票期間，您都不在本縣境內；或是在
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申請郵遞選票的最後
一天是選舉前 11天。選民可至www.harris-
votes.com下載或致電713-755-6965索取申
請表。登記投票的最後一天是6月15日，請點
擊這裡以查看選民登記資訊。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持續對公眾
關閉, 直到另行通知。員工將繼續通過電子郵件

和電話為公眾服務，但提醒居民，他
們可以使用官方網站的線上服務。以
下是提供服務項目的線上連結：
不動產
縣民事法院

遺囑認證法院
個人資料記碌
訂購文件副本
競選財務電子申報
個人財務電子申報
基於我們的辦公室對外關閉，目前無法提供以
下的服務項目。

申請結婚證

為公司申請不同名稱 (D/B/A)
提交家庭分娩記錄
申請出生證明
父子關係認證
未成年人的委託書
申請酒類許可證
“我們將繼續根據需求，會在每週重新評估我
們的資源和人員的配置”, Trautman 補充 “民
眾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鼓勵民眾在社交媒體上關注Harris縣行政書記
官辦公室，或至HarrisVotes.com以獲取最新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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