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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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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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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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斯退選桑德斯退選 川普迎戰拜登川普迎戰拜登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參選人，佛蒙特州

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桑德斯已決定中止其競選
活動。桑德斯的競選團隊發表聲明稱，桑德斯
將於美東時間8日上午11時45分透過視訊，
向支持者發表演說。

美國民主黨初選鳴槍起跑，桑德斯一度取
得領先，不過隨後幾次超級星期二，逐漸被前
副總統拜登趕上。在輸掉幾個大州之後，各方
皆認為桑德斯大勢已去，但他始終不言敗。早
在3月19日，曾為歐巴馬打兩場選戰的民主
黨顧問艾克塞羅德（David Axelrod）即宣稱
：提名之戰已結束，桑德斯必須面對現實。

有評論稱，桑德斯劫富濟貧的主張，無法
贏得民主黨內大多數的認同。更難以和共和黨
現任總統川普抗衡。

桑德斯退選後，川普將在今年11月的總
統大選中迎戰拜登。不過許多人認為，川普目
前最強的對手並不是拜登，而是正在美國肆虐
的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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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天籠照在陰霾下的江城武漢終于重現
曙光，重啟的武漢讓人激動不己，打開大門
再現車水馬龍，這是所有人日夜共同努力迎
來的翹首期盼。

我們非常欽佩全體中國大陸人民在這次
疫情中取得之成就，也為世界各國樹立了典
範。

美國目前之確診病例已超過四十萬人次
，死亡人數已超過一萬叁千人，川普總統重
申：如果美國各州州長抗疫不力，他將為美

國人提供保護，他補充說美國通用汽車及電
器正在日夜加班，將盡快制造出十一萬台呼
吸機。

美國及全世界正在遭遇前所未有之病疫
肆虐，我們呼籲中國大陸及在美的華人同胞
繼續給予美國人民大力之支援，我們應該知
道政治人物是暫時的，兩國人民之友情是長
久的。

天佑武漢，天佑美國。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44//88//20202020

After 76 days in quarantine, Wuhan, China,
has opened its doors again. LED lights and
cars stuck in traffic jams had the city
shining again. We are so glad that China
has declared victory over this pandemic.
Wuhan has also set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the world on how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Sadly, America still facing its worse time in
the pandemic as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 has risen to over 400,000 with 13,000
deaths.

President Trump has now announced that
General Motors and General Electric are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make 11,000
units of respirators for delivery to local
hospitals to rescue the growing number of
sick patients.

We are urging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is battle.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power of today’s politicians is only
temporary, and that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forever.

Wuhan City Is OpenWuhan City Is Open武漢解封了武漢解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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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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就在各方不斷揣測，梅根與
夫婿哈利王子遷居加州洛杉磯後的新動向時，
他們透露，正打算成立名為 「亞契威兒」
（Archewell）的慈善組織。

據《衛報》（The Guardian）與《每日郵
報》（Daily Mail）7日報導，他們表示，很期
待能成立這個將取代 「薩塞克斯皇家」（Sus-
sex Royal）品牌的基金會。

梅根夫婦說， 「Arche」這個希臘字意味著
「行動泉源」，而Archewell這個字則結合了力

量與行動。當初他們會給寶貝兒子取名亞契‧
蒙巴頓-溫莎（Archie Mountbatten-Windsor）
，就是對他有行動派的期許。

事實上，早在3月時，他們已在美國註冊
了這新品牌，目前兩人正在考慮，要如何建立
自己的慈善與志工服務組織。未來他們將成立
內容包羅萬象的網站，並透過影片，播客與書

籍來分享教育和培訓資料。
梅根和哈利說，目前他們和大家一樣，正

致力支援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等到適當時機時
，才會進一步公開相關細節，不過兩人深深覺
得，有必要和眾人分享這計畫。

然而，就在英國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確診病例突破5萬，死亡人數也超過5,000，加
上哈利的父親查爾斯王儲，還有英相強森等人
都先後染疫之際，他們這麼做仍廣受批評。有
人甚至認為，他們宣佈新計畫的時機簡直糟透
了。

英國王室專家鄧皮爾（Phil Dampier）說，
首相強森病情惡化，轉到加護病房，他們會選
這時機公開基金會細節，真是令人震驚。他強
調，如果換作是他，就會保持低調，等到過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鋒頭再說。

兒子給靈感 梅根哈利要創業被罵翻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持續在全球大爆發，
印度為了防堵疫情擴散，自3月24日開始，全境
封鎖21天，觀光地區已不見任何人影，沒想到
此舉反而讓野生動物多了一線生機。日前有名網
友分享了數張照片，本來滿是遊客的沙灘，現在
全被欖蠵龜取代，這是當地時隔7年後，再次有
欖蠵龜在白天產卵，景象看起來相當壯觀。

印度奧里薩邦 Rushikulya rookery 海岸為世
界著名的欖蠵龜築巢地，不過受到人類過度開發
，以及大量遊客佔據沙灘，導致原習慣在白天活
動的欖蠵龜，改為晚上才上岸產卵。不過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民眾禁止外出，今年沒有人會
和欖蠵龜搶地盤，這也讓牠們又恢復成以往的生
活習慣。

根據當地自然保護機構統計，這段期間至少
有超過29萬隻欖蠵龜在白天集體上岸產卵，這
也是7年來首次見到如此壯觀的景象，估計沙灘
底下可能藏有至少6千萬顆欖蠵龜蛋。過去為了
防止盜獵者及遊客踐踏，保育人員還得將欖蠵龜
蛋移置安全處，不過今年牠們不需協助，也能平
安出生並爬進海裡了。

7年來罕見！人類關在家後…印度沙灘出現 「超壯觀景象」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之下，既不停課、
更不禁足的瑞典，可說是歐洲國家中的異類。
不過，這個北歐國家醫療系統負荷激增，專家
警告全國將迎來幾個星期的 「艱難時刻」。現
在，瑞典政府準備改弦更張，採取更加積極、
強硬的防疫措施。

德國之聲網站報導，曾經擔任瑞典衛生局
首席流行病學家、歐洲疾控中心科研部主任等
要職的世衛組織顧問吉塞克近日在瑞典公立電
視台SVT的節目中表示，接下去的三個星期，
首都斯德哥爾摩醫院內的狀況將變得非常糟糕
，三週的高峰期過去之後，病例數字將有所下
降。吉塞克指出，瑞典其他地區的疫情高峰期
將略晚於首都地區。

迄今為止，瑞典政府一直在這場疫情中堅
持所謂的 「瑞典路線」：酒吧繼續營業、學校
依然上課，甚至滑雪場也仍然開放，這與紛紛
出台禁足令、社交限制令的歐洲鄰國形成鮮明
對比。

即便在三月底，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
病學家特內爾(Anders Tegnell)依然只是建議出
現症狀的民眾留在家中、企業推廣在家辦公，
當局僅僅禁止了規模超過500人的公共活動。
面對專家以及一線醫護人員的批評，特內爾甚

至還曾說，疫情就像森林火災，只要減緩火勢
蔓延的速度，那麼火災最後就會自行熄滅。德
國知名病毒學家凱庫勒教授上週揶揄地表示，
面對全新的病毒，各國都紛紛採取強硬手段，
而 「瑞典路線」彷彿就是這場浩大試驗中的對
照組。

這種不採取強硬措施、只檢測統計重症病
例的 「佛系防疫」，如今在瑞典國內也遇到了
巨大的阻力。目前，僅1000萬人口的瑞典，已
經有500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確診患者（在
瑞典等同於重症病例）總數也已有7000餘人。
而同處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鄰國挪威，則在執
行了整整一個月的嚴格社交隔離令後宣布，防
疫工作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流行病再生傳染
數已經壓低到了0.7。500萬人口的挪威，迄今
只有約60人死於新冠病毒。

壓力之下的瑞典政府，正在考慮改弦更張
：從周末起，社民黨與綠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就
開始與反對黨以及其他公共機構展開磋商，計
劃出台一份更為強硬的法案。據悉，新法案將
不再只是"建議"，而是像歐洲各鄰國一樣執行
強制措施。衛生部長哈琳(Lena Hallengren)希望
，能夠在4月10日復活節假期開始之前將這部
新法案提交國會審議。

歐洲國家的 「異類」 考慮放棄 「佛系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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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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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逾萬例
要求民眾宅家或戴口罩外出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宣布，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222

例，累計確診10278例；新增死亡病例73例，累計死亡432例。巴西衛

生部要求民眾盡量待在家裏，外出要戴口罩。

巴西衛生部稱，聖保羅州和裏約熱內盧州是巴西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當天，聖保羅州新增確診病例418例，累計確診4466例；新增死亡病

例41例，累計死亡260例。裏約熱內盧州新增確診病例172例，累計確

診1246例；新增死亡病例11例，累計死亡58例。這兩個州的確診和死

亡病例分別占巴西全國的55.57%和73.61%。

目前，巴西全國只有阿克雷州和托坎廷斯州兩個州尚沒有出現死

亡病例，其他的24個州和巴西利亞聯邦區均已有死亡患者。而且，

聖保羅州、裏約熱內盧州、塞阿拉州、亞馬孫州和巴西利亞聯邦區

的疫情正處在“不受控制的加速發展”階段。目前，這五個地區的

新冠肺炎發病率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每十萬居民有4.3人)。此前，

巴西將疫情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局地傳播、不受控的快速發展、

增速減緩和得到控制。

巴西衛生部當天表示，未來幾周，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將會快

速上升，疫情形勢將日趨嚴峻。為此，巴西衛生部繼續要求民眾盡量待

在家裏，外出要戴口罩，買不到口罩的人也要想方設法自制口罩使用，

切實做好自我防護。

巴西衛生部同時要求巴西各地強化隔離檢疫措施，加大防控力度，

盡最大努力降低病毒傳播速度，減輕醫院壓力。

加拿大人“口罩觀”悄然動搖

綜合報導 面對不斷升級的新冠肺炎

疫情壓力，加拿大人關於戴口罩問題的

固有觀念正在動搖。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壹樣，加拿大民

眾向來對口罩的普遍認知是，患者才需

戴口罩，健康人士不用佩戴。

新冠疫情發生後，加拿大公共衛生

署也提醒，有效防疫措施是勤洗手、咳

嗽或打噴嚏時用臂彎遮擋、保持社交距

離等，並不包括戴口罩。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甚至可能招致

反感。3 月中旬，3 名亞裔人士在多

倫多壹超市內因戴口罩而遭工作人員

逐出。

在當前加拿大公共衛生應對決策中

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

詠詩早前多次表示，戴口罩並非有效防

疫手段，且容易因手觸碰口罩外側導致

更多風險。

但疫情日益嚴峻，且社區傳播已成

為蔓延主因。連日來，加拿大多家主流

電視臺及報紙開始討論是否應全民戴口

罩。雖有不少參與討論的醫衛專家支持

目前公共衛生部門意見，但也有專家認

為，即便是自制口罩也可提供壹定程度

的保護。有醫衛專家已留意到無癥狀感

染者的存在，這是民眾應佩戴口罩的合

理性之壹。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對媒體

表示，歐美國家防控疫情中壹大錯誤就

是不戴口罩。其觀點也被加拿大壹些媒

體引述。

加公共衛生官員近日開始有所松

口。譚詠詩4月1日在社交網絡回應口

罩問題時，堅持認為醫用口罩只能留

給醫護人員，但也強調了不同類型口

罩在不同場合的安全使用。4月 3日，

她談及無癥狀患者問題時表示，當局

正收集相關信息，後續的發現有可能

改變現有的公共衛生建議。卑詩省(又

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首席衛生官 4 月

1 日表示，“不反對”民眾廣泛使用

非醫用口罩。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對民眾的提示也

出現些微調整。目前的表述是：佩戴非

醫用口罩是可以保護周圍人的另壹措施

。若佩戴非醫用口罩會讓您感覺更安全

並阻止您觸摸口鼻，那也很好，但請勿

觸摸眼睛。重要的是了解非醫用口罩有

局限性，需安全使用。

卑詩省疾控中心提示說，有人會因

其文化及家庭背景選擇戴口罩，對此應

予尊重，“這壹點很重要”。

加拿大電視臺(CTV)4月 3日在其網

站上發起“是否應人人戴口罩以遏制病

毒蔓延”的調查。至4日晚，約1.9萬名

調查參與者中有80%選擇“是”。而在

該媒體稍早前另壹項“妳外出時是否戴

口罩”的調查中，近6300名參與者中有

87%回答“否”。

不過，口罩等醫療物資面臨枯竭

，是加拿大眼下抗疫壹大挑戰。目

前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在加拿大各

地消費市場上仍處於斷貨或嚴重緊

缺狀態。

加拿大醫學協會4月2日表示，逾三

分之壹的社區護理機構醫生稱，他們的

N95口罩、面罩等僅夠用2天或更短時間

。該協會已向加衛生部長當面陳情，敦

促政府解決物資危機。

譚詠詩也曾在3月底坦言，當局尚

不打算改變關於口罩的建議，壹是因為

醫務人員缺少口罩，二是尚不能肯定口

罩是否真正有助於防止感染。

但4月4日，譚詠詩首度對媒體表示

，在諸如無法與他人保持2米以上距離

等情形下，使用非醫用口罩作為額外遮

擋物遮掩咳嗽等，“是個好主意”。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醫學院終

身教授、流行病學專家王培忠認為，

口罩是否有效及口罩供應不足與口罩

的正確使用是不同問題。口罩不足可

想辦法解決，而不能正確使用口罩可

以學如何使用。多數可以查到的文獻

表明，使用外科口罩能有效降低呼吸

道病毒傳播。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4日對媒體表示

，數百萬個醫用口罩將在兩天內通過包

機由中國運至加拿大；加政府也已在中

國租賃倉庫，以便加快相關物資轉運。

截至當晚，加拿大累計確診及疑似病例

為14018例，較上壹日增加1363例；相

關死亡病例233例。

希臘難民營發現23例確診病例
國際機構倍感憂慮

綜合報導 日前，希臘中部裏索納難民營(Ritsona)中有23人被確診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國際移民組織對此倍感擔憂。

據報道，裏索納營地是希臘本土30個開放式難民和移民接待住宿設

施之壹，這些設施共容納超過2.5萬人，其中包括252名無人陪伴兒童。

其中，裏索納難民營由國際移民組織管理。

國際移民組織表示，這壹事態發展說明這種快速傳播的病毒不會區

別對待任何人，它會影響難民、移民和當地社區，每個人都有危險。難

民、移民與希臘人壹樣容易受到感染。

希臘當局將在接下來的14天隔離該營地，建議營地中的居民留在自

己的住所中。當局正在營地進行接觸者追蹤和進壹步測試。

國際移民組織強調，至關重要的是確保所有人，包括希臘本土和島

嶼上的移民和難民都享有平等的衛生服務，包括預防、測試和治療；將

所有難民和移民立即納入希臘國家的防疫行動不僅是壹項人道主義措施

，而且對於希臘的公共衛生政策也至關重要。

在歐盟資金的支持下，國際移民組織正在向裏索納的所有居民分發

食品籃和衛生用品包。移民組織同時還在向希臘本土的其他29個開放式

接待設施的居民分發了清潔劑和肥皂，營地的所有工作空間和公共區域

均已消毒。

移民組織同時對希臘愛琴海東北部五個島嶼上接待中心難民

和移民的狀況表示關註，這些中心過於擁擠，采取必要的預防措

施極為困難。移民組織建議盡快將這些難民和移民轉移至希臘本

土。

希臘或關閉公路阻返鄉潮阻返鄉潮
將建立特別醫療中心中心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宣布，希臘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1613例，死亡病

例24小時之內增加6人，累計達59例。

報道稱，為控制疫情，希臘政府可能

“加碼”的措施包括關閉高速公路收費

站阻止民眾在復活節期間返鄉、加強對

新冠肺炎患者的管理、建立新的特別醫

療中心等。

據報道，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4

月3日稱，當局正研究是否在近期關閉

高速公路收費站，以阻止希臘民眾在復

活節前返鄉。據悉，如果希臘當局決定

關閉收費站，那麽只有持返回永久居住

地證明的人能夠通過，前往度假屋或者

探親訪友的民眾則會被要求折返。

事實上，在3月23日希臘實施全民

禁足措施前，已經停課、停業、停工的

希臘民眾就紛紛攜家帶口回到鄉下或度

假屋以打發時間，主要道路收費站車流

量大。

對此，希臘政府曾提出嚴厲批評和

警告，甚至把回鄉行為形容為“反社

會”，理由是他們可能把病毒傳播到希

臘全國各地，而且島嶼和鄉鎮的醫療水

平無法與大城市

相提並論，因此

回鄉除了會有傳

播病毒的風險外

，還將危及當地

社區和個人自身

的生命安全。

另 壹 方 面

，希臘政府進壹步加強對新冠確診患

者的管理，衛生部正在創建新冠病人

登記系統，集中記錄全國所有新冠病

例，病人所接受的治療以及他們的健

康狀況。對於在家隔離的輕癥患者，

這個系統也將安排醫生遠程監測和了

解患者的情況。該平臺將在未來幾天

內啟動運行。

希臘衛生部還宣布，將建立壹批24

小時特別醫療中心，為無需住院的新冠

肺炎輕癥患者提供咨詢和開具處方等醫

療服務。該醫療中心原則上只接受輕癥

的新冠病人，服務方式還包括電話和在

線咨詢，以及派出醫護人員對患者或者

老人、慢性病患者等染病高風險人士進

行有償家訪。

首批24小時特別醫療中心將設在雅

典市中心以及周邊城市。這些醫療中心

只有在認為有必要時才會將患者轉送醫

院，以減輕醫院的負擔和壓力，提高處

理新冠疫情的效率。

此外，希臘學校已經關閉將近壹

個月，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 2 日稱，

希臘學校可能在 5 月中旬才會重新復

課，本年度大學入學考試最終會在 6

月還是 7 月舉行，將取決於學校復課

的時間。

凱拉梅烏斯稱，教育部正在盡壹切

努力使高考盡可能接近往年在初夏的日

期。她還贊揚了學校教師努力通過網上

課程為學生提供支持，令他們能夠利用

在家中的時間學習。

俄累計感染新冠病毒人數達到4731人
已就疫苗展開動物實驗

綜合報導 俄羅斯新冠病

毒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消息

稱，在過去壹晝夜俄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增加了582例，總

感染人數達到了4731人，累

計死亡43人。

目前俄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多數是國外輸入型。俄聯

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

督局3月30日數據顯示，境外

輸入病例占累計確診總人數

的60%。

在這種情況下，俄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決定，

俄羅斯接境外公民回國的國

際航班從4日起全部停飛。境

外俄公民需要在網上填寫表

格，以便政府在情況允許的

條件下組織境外俄公民回國

。此前，俄暫停了全部國際

航線，只保留接俄公民回國

的國際航班。

目前還有大批俄僑民滯

留海外。據俄羅斯駐美使館4

日消息，僅該館就收到 2000

多名俄公民的回國申請。4日

，俄政府向外交部撥款5億盧

布，用於補貼境外俄公民居

住費用。

4日俄聯邦科學與高等教

育部發布消息稱可能將會再

次推遲國家統壹入學考試時

間。目前相關決定還未做出

，將視疫情發展情況而定。

此前該部已將考試時間推遲

至6月8日。

據消息，俄日聯合開發

的壹種新型新冠病毒檢測試

劑盒在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

和公益監督局進行了測試並

獲得監管部門批準。這種新

型檢測試劑盒可在30分鐘之

內獲得結果，同時準確率幾

乎達到100%。報道稱，俄羅

斯目前普遍使用的檢測試劑

盒需要在2個小時以上才能獲

得結果。

“矢量”病毒學與生物技

術科研中心4日發布消息稱，

已開始在小鼠、雪貂身上進行

新冠病毒疫苗實驗。實驗將於

4月底完成。新冠病毒疫苗人

體實驗將於6月開始進行。

由俄政府組建運營的新

冠病毒信息網當天公布的民調

顯示，約有20%的受訪者願以

某種方式幫助他人。俄總理米

舒斯京4日簽署法令，撥款2.43

億盧布用於幫助60歲以上老人

以及相關誌願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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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4月6日社交網絡曾傳出廣州一非洲人士聚

集地因感染疫情人數太多而被“封村”的

消息，廣州市7日對此予以否認。廣州市

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3月27日6時起，廣州市對

所有入境人員全部實施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並全覆蓋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對3

月8日之後入境、尚未納入居家隔離或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的21,742名入境人員進行

全面排查，其間在越秀區礦泉街的入境人

員中檢測出5例確診病例，均為尼日利亞

籍。

穗排查出穗排查出5外籍病例
3月8日後入境逾兩萬人全篩查 確診者為非籍人士

■■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
道供人們出入道供人們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
籍人員聚集籍人員聚集，，不過都有戴口不過都有戴口
罩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市衛健委稱，疾控機構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發
現，上述5例確診病例中，有4人曾在短時間內

多次到越秀區礦泉街“美妙美食店”用餐。疾控機構
根據這條線索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通過對密切接觸者
追蹤和發熱門診排查，發現4例境外輸入關聯病例（越
秀區3例、白雲區1例）。

廣州衛健委通報，目前，廣州市共甄別出197
名密切接觸者，已全部進行核酸檢測、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擴大排查出高風險場所1,680名相關人員，
亦已全部採樣進行核酸檢測；對境外輸入病例曾到
過的8個餐廳、9個酒店、12個公共場所外環境採集
標本571份，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街邊尚有非洲籍人小聚
越秀區疫情防控指揮部7日回應，該區礦泉街瑤

台片區近期出現境外輸入性病例和關聯病例情況，
根據疫情風險防控要求，目前，瑤台片區在瑤台牌
坊和瑤華西街都有出入口，憑穗康碼、測量體溫、

佩戴口罩，人、車都能正常進出，不存在“封村”
情況。此外，經排查，越秀區散居外國人總計
3,462人，排名首位是美國，350人。

隨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沿着瑤台西街來到此前檢
測出5名外籍確診病例的瑤台社區，發現社區主幹道
已被水馬隔斷，在掃描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方可進入
社區內。社區內絕大部分臨街商舖都已關門停業，其
中確診外籍病例多次用餐的“美妙美食店”也早已大
門緊閉。
居住在社區內的王先生表示，社區內大部分商

舖從4月2日開始封閉，僅保留藥店、生鮮超市等售
賣生活必需品的店面營業。“平時小區裡有很多非
洲籍人出入，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今天開始還有
工作人員在街邊的幾家賓館排查滯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瑤台社區附近商圈探訪時，仍
不時能看到非洲籍人士在街邊聚集，且多為三五人的
小群體，不過都戴着口罩。
在瑤台社區內的瑤台西街及周邊商圈，發現該

社區居民在提交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均可正常出
入，周邊多個大型商場也加強了管控，但並未關
閉。與瑤台西街相距不足一公里的南方中標交易中
心、東方鐘錶城等多個商城外均已設置了鐵柵欄，
臨街商舖也已關閉，僅留有一個出入口供商戶和採

購商進出，凡進出者均要測量體溫。
而緊鄰瑤台社區的美博城，也在入口處專門設

置了體溫測量點，有工作人員身穿防護服進行體溫
檢測。在美博城大樓前的廣場空地上，則安排了保
潔人員對地面和花壇噴灑消毒水。一名保潔人員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博城所在的三棟大樓，均安
排了一名保潔人員每天進行早晚兩次人工消毒，這
一措施從2月中旬商城復工即開始維持。

白馬服裝市場生意冷清
作為非洲籍人士貿易集聚區的白馬服裝市場，

與人流量較大的廣州火車站和廣東省汽車客運站僅
一街之隔。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市場一樓
入口已設置了熱成像測溫點，進入市場的人員均需
提供近期行動軌跡和穗康碼。
進入市場內可以看到，大部分商舖仍在正常營

業，但前來採購的顧客寥寥無幾，不少商舖玻璃牆面
上都貼有商場統一發放的防疫海報。一家男裝商舖店
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服裝市場每天從上午9時到下
午6時正常營業，“今天（當日）開業到現在，已經下
午3點了，營業額還不到200元人民幣，銷售額還不到
年前的一成。”該店員稱，目前舖面主要靠一些長期
批發的老客戶支撐，但訂單數也越來越少。

一篇“廣州非洲
籍人士爆雷”的網文
迅速傳遍社交媒體，
儘管官方闢謠，但這
篇“謠言”能迅速發

酵，確實也擊中了此前網友對廣州
管控非洲籍人員入境措施相對鬆懈
的集體擔憂。

作為武廣高鐵起終點的廣州因
交通四通八達、湖北籍務工人員
多，在武漢疫情發生後，被認為是
最容易成為下一個“爆點”的城市
之一。然而，最終廣州在2月底即基
本控制了省外輸入和本地傳播，這
與當地多個前瞻性決策不無關係。
例如，廣州在全國首創社區防控模
式，即村居幹部、基層民警和醫務
人員組成三人小組，構牢社區防控
第一道防線，效果顯著。自2月12
日至今，廣州市新增確診病例幾乎
都為主動排查發現。

但是對於境外輸入防控，廣州
的防控前瞻性就顯得不足。此前，
廣州對3月21日以前非重點疫區國
家來華人士沒有採取隔離和核酸檢
測措施。但國際疫情是動態發展
的，包括非洲入境和歐美經非洲中
轉入境的輸入確診病例，在3月中旬
到下旬，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其
中，埃塞俄比亞飛廣州的ET606次

航班，從3月11日開始陸續出現確診病例，
一直延續到3月底，累計輸入近20例。諸如
此類，如果當時就能對入境外國人進行有效
管控，也不至於導致本地出現關聯病例。

好在廣州採取了多項補救措施，包括
對 3 月 8 日之後入境的旅客全部集中進行
隔離和檢測，避免進一步擴散。然而，一
輪輪補救不如做足前瞻，期待在未來應對
防疫形勢變化之時，疫情防控部門能更積
極研判、更前瞻決策、更精準施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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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4月6日社交網絡曾傳出廣州一非洲人士聚

集地因感染疫情人數太多而被“封村”的

消息，廣州市7日對此予以否認。廣州市

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3月27日6時起，廣州市對

所有入境人員全部實施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並全覆蓋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對3

月8日之後入境、尚未納入居家隔離或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的21,742名入境人員進行

全面排查，其間在越秀區礦泉街的入境人

員中檢測出5例確診病例，均為尼日利亞

籍。

穗排查出穗排查出5外籍病例
3月8日後入境逾兩萬人全篩查 確診者為非籍人士

■■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
道供人們出入道供人們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
籍人員聚集籍人員聚集，，不過都有戴口不過都有戴口
罩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市衛健委稱，疾控機構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發
現，上述5例確診病例中，有4人曾在短時間內

多次到越秀區礦泉街“美妙美食店”用餐。疾控機構
根據這條線索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通過對密切接觸者
追蹤和發熱門診排查，發現4例境外輸入關聯病例（越
秀區3例、白雲區1例）。

廣州衛健委通報，目前，廣州市共甄別出197
名密切接觸者，已全部進行核酸檢測、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擴大排查出高風險場所1,680名相關人員，
亦已全部採樣進行核酸檢測；對境外輸入病例曾到
過的8個餐廳、9個酒店、12個公共場所外環境採集
標本571份，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街邊尚有非洲籍人小聚
越秀區疫情防控指揮部7日回應，該區礦泉街瑤

台片區近期出現境外輸入性病例和關聯病例情況，
根據疫情風險防控要求，目前，瑤台片區在瑤台牌
坊和瑤華西街都有出入口，憑穗康碼、測量體溫、

佩戴口罩，人、車都能正常進出，不存在“封村”
情況。此外，經排查，越秀區散居外國人總計
3,462人，排名首位是美國，350人。

隨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沿着瑤台西街來到此前檢
測出5名外籍確診病例的瑤台社區，發現社區主幹道
已被水馬隔斷，在掃描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方可進入
社區內。社區內絕大部分臨街商舖都已關門停業，其
中確診外籍病例多次用餐的“美妙美食店”也早已大
門緊閉。

居住在社區內的王先生表示，社區內大部分商
舖從4月2日開始封閉，僅保留藥店、生鮮超市等售
賣生活必需品的店面營業。“平時小區裡有很多非
洲籍人出入，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今天開始還有
工作人員在街邊的幾家賓館排查滯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瑤台社區附近商圈探訪時，仍
不時能看到非洲籍人士在街邊聚集，且多為三五人的
小群體，不過都戴着口罩。

在瑤台社區內的瑤台西街及周邊商圈，發現該
社區居民在提交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均可正常出
入，周邊多個大型商場也加強了管控，但並未關
閉。與瑤台西街相距不足一公里的南方中標交易中
心、東方鐘錶城等多個商城外均已設置了鐵柵欄，
臨街商舖也已關閉，僅留有一個出入口供商戶和採

購商進出，凡進出者均要測量體溫。
而緊鄰瑤台社區的美博城，也在入口處專門設

置了體溫測量點，有工作人員身穿防護服進行體溫
檢測。在美博城大樓前的廣場空地上，則安排了保
潔人員對地面和花壇噴灑消毒水。一名保潔人員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博城所在的三棟大樓，均安
排了一名保潔人員每天進行早晚兩次人工消毒，這
一措施從2月中旬商城復工即開始維持。

白馬服裝市場生意冷清
作為非洲籍人士貿易集聚區的白馬服裝市場，

與人流量較大的廣州火車站和廣東省汽車客運站僅
一街之隔。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市場一樓
入口已設置了熱成像測溫點，進入市場的人員均需
提供近期行動軌跡和穗康碼。

進入市場內可以看到，大部分商舖仍在正常營
業，但前來採購的顧客寥寥無幾，不少商舖玻璃牆面
上都貼有商場統一發放的防疫海報。一家男裝商舖店
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服裝市場每天從上午9時到下
午6時正常營業，“今天（當日）開業到現在，已經下
午3點了，營業額還不到200元人民幣，銷售額還不到
年前的一成。”該店員稱，目前舖面主要靠一些長期
批發的老客戶支撐，但訂單數也越來越少。

一篇“廣州非洲
籍人士爆雷”的網文
迅速傳遍社交媒體，
儘管官方闢謠，但這
篇“謠言”能迅速發

酵，確實也擊中了此前網友對廣州
管控非洲籍人員入境措施相對鬆懈
的集體擔憂。

作為武廣高鐵起終點的廣州因
交通四通八達、湖北籍務工人員
多，在武漢疫情發生後，被認為是
最容易成為下一個“爆點”的城市
之一。然而，最終廣州在2月底即基
本控制了省外輸入和本地傳播，這
與當地多個前瞻性決策不無關係。
例如，廣州在全國首創社區防控模
式，即村居幹部、基層民警和醫務
人員組成三人小組，構牢社區防控
第一道防線，效果顯著。自2月12
日至今，廣州市新增確診病例幾乎
都為主動排查發現。

但是對於境外輸入防控，廣州
的防控前瞻性就顯得不足。此前，
廣州對3月21日以前非重點疫區國
家來華人士沒有採取隔離和核酸檢
測措施。但國際疫情是動態發展
的，包括非洲入境和歐美經非洲中
轉入境的輸入確診病例，在3月中旬
到下旬，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其
中，埃塞俄比亞飛廣州的ET606次

航班，從3月11日開始陸續出現確診病例，
一直延續到3月底，累計輸入近20例。諸如
此類，如果當時就能對入境外國人進行有效
管控，也不至於導致本地出現關聯病例。

好在廣州採取了多項補救措施，包括
對 3 月 8 日之後入境的旅客全部集中進行
隔離和檢測，避免進一步擴散。然而，一
輪輪補救不如做足前瞻，期待在未來應對
防疫形勢變化之時，疫情防控部門能更積
極研判、更前瞻決策、更精準施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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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儲縮水 幅度3年最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周曉菁

疫情衝擊、加上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盪下美元指數走

強，中國外匯儲備連續兩個月減少。中國人民銀行公佈，

今年3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606億美元，較2月末

下降461億美元，降幅超預期並創2016年11月至今最大

單月跌幅。

全球疫情 美元轉強 外匯貶值

今年初外匯儲備仍延續升勢，1月增加76億
美元至3.116萬億美元，但2月開始，疫情

突襲形勢急轉，2月下降88億美元。3月降幅擴
大至461億美元，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累計下降
473億美元，創17個月新低。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解
釋，外儲大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
延、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響，3月份
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美元指數走強，部分非
美元貨幣相對美元匯率下跌，主要國家資產價格
出現大幅調整，在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
素綜合作用下，外匯儲備規模有所下降。

3月疫情衝擊疊加原油價格大跌，全球出現
美元荒，美元當月升值0.9%，非美元貨幣普遍
貶值，其中，人民幣兌美元貶值1.5%，英鎊兌
美元下跌3.1%。

另外，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美國十年期
國債收益率從2月末的1.13%降至0.7%，歐美主

要股票指數則普遍下跌10%以上。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指出，疫情對全

球的影響加劇，需求減弱導致真實貿易受到影
響，恐慌情緒引起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非
美元資產價格整體跌幅較大，外匯儲備規模環
比回落。

資本流出輕微 人幣匯價平穩
建行金融業務部劉猛認為，3月外儲下降，

主要是估值影響及資產價格下跌；同時，全球美
元荒下資金避險需求出現一定資本流出，而同期
外資流入減少，共同影響外匯儲備規模變動。但
劉猛認為，資本流出程度輕微。在美元指數快速
上漲、非美元貨幣大幅升值情況下，人民幣匯率
表現相對穩定，期間逆周期因子發揮了一定的調
節作用，但主要是市場供求較為平穩，短期購匯
需求沒明顯增加。

但溫彬認為，中國外儲規模始終穩定在3萬

億美元以上，月度間波動屬於正常現象，下階段
外匯儲備仍有穩定基礎。

境外機構人債連增16個月
外資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願較強，3月末境

外機構託管的人民幣債券連續16個月增長，4月
以來北向資金重新淨流入，前4個交易日累計淨
流入近200億元。

劉猛也指出，目前看外匯市場供求仍處於平
穩態勢，並未出現大規模資金跨境流動。即便美
元指數進一步走強，由於中國經濟活動相對其他
國家更早恢復，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空間有限。
另外從利率上看，中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2.69%，較美國10年期國債高177個基點，較日
本10年期國債高259個基點，較德國10年期國
債高297個基點。未來全球陷入資產荒下，人民
幣資產將有可能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穩定人民幣
匯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新冠肺
炎疫情於全球持續擴散，星展銀行料今季全
球經濟增長急劇放緩，不過由於各國都已經
推出大規模貨幣與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發展，
經濟會於第3季溫和回升，第4季逐步恢
復。該行又認為，由於股市具前瞻性，相信
現時股市已經消化了許多負面因素，已接近
見底。

星展銀行（香港）投資總監辦公室（北
亞區）高級投資策略師李振豪7日表示，以
港股預測市盈率約9.9倍及企業盈利下降
20~25%計算，恒指或可上望26,300點。不
過股市的復甦程度需視乎新冠肺炎疫情的發
展，假如情況不理想，恒指仍有下行壓力，
預料恒指兩個支持位分別位於23,400點及
20,500點。

現時波動的市況下，李振豪指投資者需
要知道其風險承受能力，如取向較為保守，
建議可關注基本消費、公用及電訊相關行業
股份；而希望“撈底”的則可留意濠賭股、
非必需消費股甚至航空股，但相關風險非常
高。星展銀行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高級投資
策略師楊政齡則較為看好可持續產生收入的
資產如房託（REIT)、高投資級別的債券、
高股息率的內銀股，以及具高增長潛力的半
導體和健康醫療相關股份。

投資研究及基金評級機構晨星7日發表
的《亞洲股票第二季度展望報告》，晨星亞洲股票研
究總監陳麗子表示，雖然短期環球宏觀經濟增長形勢
嚴峻，但預計疫情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輕微，因各
國央行已將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而各地政府亦大力
提供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
政策，將有利於股市復甦。

晨星高級股票分析員胡啟泰指，疫情持續擴散將
打擊本地銀行業首季業績，未來銀行資產質素可能會
惡化，不良貸款會增加，令相關股票價格會有波動。
但認為香港銀行股資本水平不俗，加上監管當局出手
限制派息的政策風險，較歐洲銀行業為低，有一定的
投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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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近
見
底

■■環球金融環球金融
市場動盪市場動盪，，
外匯貶值外匯貶值，，
令中國外儲令中國外儲
上月錄得巨上月錄得巨
大跌幅大跌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高銀金融7日發通
告，指上月19日收到一間具規模房地產公司有條件
要約，有關全面收購旗下一間持有啟德跑道區4B區
4號住宅地皮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公司已接受要
約。

值得留意的是，高銀金融於通告內並未披露成
交金額，而按照目前市況推算，不少業界人士相信
今次交易將蝕讓，皆因現時該地每方呎樓面地價估
計在1.1萬元（港元，下同）至1.2萬元，以高銀當
年買入價每方呎近1.55萬元計算，賬面或需虧損二
成至三成，即可能損手17.8億元至26.7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受瑞幸咖啡
財務數據造假拖累，上周五停牌的神州租車7日
復牌，並澄清未持有瑞幸咖啡股票且無商業交
易。該股開市報2.27元（港元，下同），高開
15.82%，後跌至1.7元，跌逾13%，全日收報
2.63元，升0.67元或34.18%。

瑞幸咖啡數據造假被爆出後，神州租車立刻
受到牽連，4月3日股價急挫54.4%，中途停牌，
停牌前報1.96元。神州租車7日澄清稱，並無持
有瑞幸咖啡的任何美國存託股份或其他證券，且

並無參與其任何商業交易。
瑞幸咖啡主席陸正耀已於2016年4月辭任公

司首席執行官職位並改任非執行董事，強調從此
之後並無參與日常管理。

瑞幸家族抵押股份遭平倉
另外，高盛7日發佈報告稱，瑞幸董事長陸

正耀旗下的家族基金Haode Investment因為股票
質押貸款發生違約，金額高達5.18億美元，貸款
人組成的銀團已指示作為擔保受托人的瑞士信貸

新加坡分行，將對抵押品行使貸款人權利，即採
取強制執行程序，涉及到76,350,094股瑞幸咖啡
美國存托股（ADS）。

報告指，共有5.15億股瑞幸咖啡B類普通股
和9,544.5萬股A類普通股被質押，其中包括由
瑞幸咖啡CEO錢治亞的家族信託控制的實體額
外質押的股份。

根據渾水所提供的資料，陸正耀持有約
6,060.6萬股ADS，當中約1,818萬股已被質押；
首席執行官錢治亞持有3,906萬股ADS，當中約
1,826萬股被質押；陸正耀的姐姐Wong Sunying
則持有約2,461萬股ADS，全數均已質押，亦即
合共約6,105萬股瑞幸ADS被質押。

高銀售出啟德地神州租車澄清未持瑞幸 復牌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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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下来的时候，喜欢看美妆类视频

。有些视频为了博人眼球，会在化妆开

始之前编排一些剧情，比如：以男人的

视角，拍生完宝宝后妻子的“不修边幅

”。

然后，镜头切到女性的视角，会利

用化妆前后巨大的反差，让人们眼前一

亮。

形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里，

我想谈一谈“内涵”。

如果从男性视角，看到女人从怀孕

到生宝宝这一过程很辛苦，能够多疼爱

老婆，这当然是值得各位男同胞们学习

的。

如果仅仅看到，女人从精致“堕落

”到不加修饰，还一味地嫌弃和嘲讽，

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待，并且需要

去批判的。

想要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首先就

要重视和尊重女人本身。因为她不光是

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在为整

个家庭付出，还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需要男人去珍惜和爱护。

所以，在这里给已婚男人的忠告：

婚姻里最该富养的，不是孩子，而是妻

子。

什么是“富养”妻子？

首先我想说，“富养”并不完全等

同于“钱养”。

也就是说，在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中，男人除了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条

件之外，还要更多地给予女人，心理层

面的支持和关爱。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女人可以得到足够的安全

感，对于夫妻二人的关系、维持稳定的

婚姻，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还会帮孩子树立出良好

的家庭观。要知道，孩子成长的家庭环

境，对于性格养成、身心健康都是非常

关键的。

“富养”妻子，我们在周总理写给

妻子邓颖超的情话中可以读懂一二。

周恩来：“你的信，太过官方，都

不说想我。”

邓颖超：

“总理是大忙

人，哪有时间

来想我。”

周恩来：

“闲人怎么知

道，忙人多想

闲人。”

这几句无

非是在说，哪

怕我再忙，都

要抽出时间来

想念你；有你

，我就是闲人

，没你，我就

是忙人。

周恩来：

“望你珍摄，

吻你万千。”

邓颖超：

“情长纸短，

还吻你万千。

”

尽管是老

夫老妻了，也

要保持恋爱时

的甜蜜。

周恩来还

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

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看到这，不难发现，周总理是把妻

子看得和自己的事业一样重要的。他把

对妻子的深情与关怀，渗透进生活的点

点滴滴。

即使在危难的时刻，也没有在妻子

和事业之前，有丝毫的犹豫和为难。将

心比心，邓颖超当然从生活和事业上，

也给予了周总理极大的支持。

怎样“富养”妻子？

《甄嬛传》是我隔一段时间都要拿

出来刷一刷的剧，因为里面实在有很多

细节，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讨论。

这次，我想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一说

。

第一遍刷这部剧的时候，我是很上

心甄嬛和眉姐姐这对CP的，觉得皇帝

很无情，在皇帝被甄嬛“气死”的那一

幕，我拍手称快。

后来二刷三刷，逐渐感觉到，皇帝

也有他柔情和细腻的一面。

实际上，他自始至终都陷入了甄嬛

的感情里面，只不过因为他是一国君王

，要时时刻刻以大局为重，不得已，让

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出了很多牺牲。

比如，甄嬛生完双生子之后，皇帝

只是听到她轻微地咳嗽了两声，就很急

切地关心她，还处置了撞在枪口上的一

个宫女。皇帝的神色和举动，无一例外

表现出，他仅仅作为甄嬛郎君的温柔一

面。

我和一个朋友也聊到过“富养”妻

子这个话题，他给我讲了，在他的家庭

里发生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他的爸爸每次下班回家，会买一些

蔬菜和水果，总要打电话过来，问仔细

妈妈想要吃什么，最后才会象征性的问

问他；计划全家出游的时候，也会优先

考虑妈妈的意见；爸爸出差，总会给妈

妈准备小礼物，但是他呢？爸爸根本想

不起来。

因为这个女人，养育了孩子；兼顾

事业和家庭，上得了厅堂，也甘愿做一

名“煮妇”；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放松

时间，怀孕前围着丈夫转，有宝宝后围

着孩子转，是她为家庭牺牲了一切。

所以，也想提醒男人：婚姻的稳定

，不是你要挣多少钱，而是要做到这一

点。那就是你不仅仅是要养好孩子，更

该富养妻子。

黑格尔说，爱情里有一种高尚的品

质，是一种本身丰富的优秀心灵，以勇

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

我们看一段恋情甜不甜蜜，不是

“我爱你”这个口号喊的有多么响亮，

看一段婚姻幸不幸福，不是他们的生活

有多么华丽。而是回到现实生活中，于

处处细节，见其本质。

给已婚男人的忠告：

婚姻里最该富养的是妻子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延燒至今
，投資人應該怎麼因應？其實大盤指
數就跟樓梯的位階一樣，之前在12F
，前一陣子在8樓，現在走到9樓，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一個位階的概
念。

當景氣好，業績好時，我們會看
到大盤往高樓層逐漸上升，當情況不
明或是出現重大意外時，我們會看到
大盤往下走，因此之前大盤會從2008
年後的金融海嘯一路緩步往上走到12
樓，但在出現新冠肺炎之後，快步地
往下走到8樓，又因為美國實施無限
QE，而往上走到了9樓。

現在呢？投資人最想知道接下來
會怎麼走？

股票市場的走勢還是會回歸 「業
績」 的表現，因此4月份會陸續公布
的3月份業績和5月15以前會公布的
第一季季報，就是讓大盤接下來決定
會往上走或往下走的關鍵，而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響其實已經在大盤從12樓
往回走到8樓的過程中已經充分反應
了，接下來要反應則是股票市場最重
要的 「經濟因素」

會像2008年一樣的大跌嗎？
為什麼美國會在這次這麼早就實

施無限QE？因為有了08年的 「經驗
」 ，在08年以前，沒有QE(量化寬
鬆)這個詞，最多的手段就是升息和降
息，且沒有國家用印製鈔票這件事情
來做為拯救經濟的手段！因為印製鈔
票會讓國家貨幣貶值，沒人敢這麼做
，但只有一個國家敢這麼做，就是美
國！

08年時因為美國太晚實施救市手
段，所以造成雷曼兄弟因為次級房貸
的緣故而倒閉，且差一點讓為其保險
理賠的AIG公司也跟著倒閉，進而引

發一連串的經濟效應及股市大跌事件
，但這次，美國已經發現事態的嚴重
性，並且及早做出反應，所以要讓股
市像08年一樣的大跌，說真的，不簡
單！但是實施無限QE也會有兩個重
大的缺點。

通貨膨脹+貧富差距
因為美國自詡為國際貨幣，美金

在世界各國通行可用，比黃金還便利
，且世界各國都有美金的外匯存底，
所以就只有美國敢這麼做，大吃世界
各國的豆腐！而世界各國在美國實施
QE之後，為了不讓自己的資產縮水
，只好跟著一起降息，一起加入印製
鈔票的行列！

但是這麼做，會造成→通貨膨脹
、貧富差距！

先說說通貨膨脹吧，以最簡單的
概念來說，印鈔票會造成物價上漲，
因為手中的鈔票變多，物資沒有跟著
變多，所以物價會是上漲的狀態，但
這裡悟天想談的是股市，你會發現，
因為降息+QE，股市不知不覺也會上
漲，而大盤目前在9500點附近，其
實在實施無限QE以前，這個9500點
也許就已經是8000點了！

簡單舉例，以前賣8000元的商
品，因為鈔票變多了，現在會賣9500
元！以前500萬的房子，因為這幾年
的通膨，你會發現目前已經漲到了
1200萬的道理是一樣的，08年金融
海嘯跌到3955點時QE還沒正式產生
效應，各國還沒開始大量印製鈔票，
以目前實施QE的水準，要再回跌至
4000點，就跟要便當店老闆把90元
的雞腿便當請他降價回60元的道理是
一樣的 「不可能」 。

此外，因為有錢人手中大多握有
資產大於現金，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

，資產的價格
會水漲船高，
但現金的價值
會逐漸下降，
所以會造成一
波貧富差距。

既然會造
成這兩項因素
為什麼還要實
施無限QE？

就是因為
如果不實施的
話，經濟狀態
會更嚴重，倒
閉潮會更嚴重
，更發進入到
無法控制的局
面，所以美國
政府現在寧願
先不管後續的
事態發展狀況
，也要先把企
業穩住，先安
定民心，先讓
企業能紓困，一起度過難關！(何況川
普還想選總統)

接下來 投資人該怎麼做？
其實每個人因為資金水準部位、

年紀、收入、家庭成員組成、收支狀
態、花費習慣以及持股部位大小都不
相同，悟天只能說，請大家檢視自己
的持股和資金水平部位，務必讓自己
擁有可以 「加碼」 的無虞資金水準，
因為如果12年才難得遇到的一次大股
災，沒有可以加碼的資金就等於白白
錯失了一次可以低檔買進好存股的機
會！那實在太可惜了！也許下次又要
再等12年！此外還能搭配以下的步驟
進行投資：

1.趁大跌時檢視存股標的
趁這次股災好好檢視自己當初存

股的標的是否真的是好的存股標的，
是否跌得比大盤嚴重？或是跌得比大
盤輕微？業績表現是否依然亮眼？此
外也可以問自己，如果這支股票因為
股災大跌了，自己是否能然有信心可
以持續持有？持續買進？
2.紀律性買股

買股有很多種判斷價值的方式，
在悟天的書中以及訂閱內講的是利用
SOP倍數表去判斷個股的價值，進而
用倍數去判斷是否適合買進，甚至還
有ETF在何時適合買進的方式，越是
在困難的時刻，紀律執行的人越是有
優勢。

3.持續關注 「業績」
有好的業績表現才有好的配股配

息，有好的配股配息才能讓我們抱股
抱得長久、安心！因此回歸到觀察股
票的表現，業績才是股票表現的依歸
！

我們無法掌握病毒未來的走勢 但
我們能掌握自己的投資步調

病毒走勢趨勢後來怎麼走？沒人
能準確預料得到，但是我們能掌控的
是自己在這次股災中應該用什麼樣的
態度、思維，以及如何預做準備去面
對這樣的災難！做我們能做的，賺我
們能賺的！是每一個價值投資人可以
真正做到的事！悟天祝福所有存股族
！身體健康~投資順利！

12年一遇大股災！3步驟低檔存好股

（綜合報導）經濟部補助餐廳業上架外送平台，遭批評是讓
外送平台賺錢，餐廳老闆 「一毛錢都拿不到」 。經濟部對此解釋
是 「誤解」 ，錢給平台業者申請是要為餐飲業節省麻煩。至於降
低平台抽成部分，已經協助餐廳業者打團體戰，有人爭取到抽成
降至15％。

「宅神」 朱學恆在臉書罵，餐飲業上架外送平台補助是由最

近大賺錢的外送平台代為申請，餐廳老闆一毛錢都拿不到。他要
求經濟部強行介入，在防疫非常時期餐點外送，電商平台向餐廳
收取的費用一律降至15％以下。

經濟部對此回應是 「誤解」 ，政府由外送平台代替餐飲業來
跟經濟部請款，是要為餐飲業者減省麻煩。補助一樣 是給餐飲
業者，讓餐廳可以不用付簽約金就導入外送功能，增加銷售管道

。
對於協調降低外送平台價金抽成部分，經濟部表示，已
經協助餐飲業者相互整合，來和外送平台協調抽成比例
。在打團體戰的模式下，有外送業者將抽成比例大幅下
降至15％。更有業者表示要找其他業者共同合作，提出

外送方案，經濟部也會協助外送國家隊的組成。
目前首次餐飲業上架外送平台正在接受平台業者提推廣計畫

，經濟部已針對計畫服務對象、服務內容、計價方式及抽成比率
等進行審核，本月10日會對外公開首波申請者，讓餐飲業能在
資訊透明的條件下選擇。

餐飲上架遭疑獨厚外送平台？經部：助部份抽成降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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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

送电2500多公里，跨巴西5州81城，惠及约200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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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志鹏史志鹏

被誉为“南美明珠”的巴西地域辽阔，一次能源水电比重接
近80%。其水资源集中分布于西部、北部，负荷中心却在东南部。
面对日益增大的用电需求，如何将西部、北部丰沛的水电安全高效
地输送到东南部，是巴西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普遍关注的问题。

美丽山水电特高压直流送出二期项目（简称美丽山二期项目）
正式投运近半年来，累计输电72亿千瓦时，成为中巴经贸合作的一
张“金字名片”。项目的成功落地也是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生动实践。

一切付出，终有回报

2011年，巴西在亚马孙地区的欣古河流域开始建造美丽山水电
站。该水电站能够满足6000万人的年用电需求，但电力消费中心远
在2500多公里外的工业化大都市。电怎么送，成了难题。

如今，一座座高耸的铁塔、一条条电力银线将南北串连。正是
这条北起亚马孙地区、南至里约热内卢，横跨巴西5个州、81座城
市的“电力高速公路”，惠及约2000万人口。

美丽山二期项目是国家电网在海外首个独立中标的特高压输电
项目。2015年7月，击败了另外两家外国公司的国家电网，中标美
丽山二期项目30年特许权经营权。中巴能源资源的需求和分布相
似。巴西多数水电站远离负荷中心，长距离输送必不可少。此外，
巴西全国发电量的15%在输送过程中流失。而特高压技术（注：指
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
术）输送容量大、距离远、造价低、损耗小，无论从技术层面，还
是经济角度，都非常适合。国家电网把发展特高压作为战略重点，
在不断实践中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了独特优势。

然而，随后的工作并不轻松。
环评是建设者们首先要面临的大考。“项目到2017年9月才开

工，中间的这两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做环保工作。”国网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主任助理张喆说，巴西是世界上环保法规最多
的国家，工程如果没有得到环保部门的许可，便无法开工。

根据法律规定，对砍伐的植被，必须征用别的土地补种。团队
在施工现场外种植的树林面积达16500亩。为了减少砍伐，团队采
用了加高型铁塔，这样可以确保传输导线从树冠上方经过。

施工前对动植物的监测程序不可或缺。团队在第9标段的线路
走廊中发现一个鸟巢里的鸟蛋还未孵化。为了保护鸟类，工程暂
缓，直到幼鸟长大飞走才开始作业。整个环评期间，团队共调查动
物936种，救助濒危植物60种。

雨林、草原、山区……复杂恶劣的环境等待着施工队伍。亚马
孙雨林的雨季有半年时间，在泥泞的路上安装铁塔可不容易。碰到
机器无法运达的情形， 就由人工来完成。沿途很多地方是原始森
林和土著居民区，尚未开发。毒蛇虫蚁、疟疾、黄热病、登革热等
威胁也相伴左右。

除了自然环境挑战，技术难题也亟待破解。跨越就是个难事
儿。沿线电网搭建要跨越11条大河，其中难度最大的是位于第5标
段的托坎廷斯河。这条河宽足足1102米，南岸是沼泽，地基极易沉
降。经过反复研讨，团队最终采用了金属套管混凝土支撑高桩承台
式基础形式，稳固了地基。

各种考验并没有阻挡建设者们的步伐。一切付出，终有回报。
在各方努力下，项目提前100天投运，创造了巴西电力建设史上的
奇迹，并成为巴西近年来第一个零环保处罚通知单的大型工程。

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来到我们身边

美丽山二期项目不仅解决了巴西水电外送难题，还带动了当地
产业链发展，提供了约 16000 个就业岗位。中国企业广搭友谊之
桥，播撒希望的种子，赢得了民众的尊重。

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简称国网巴控公司）在中标后成立了
特许权公司。其中很多高管从当地选聘，副首席执行官保罗·埃斯
梅拉尔多就是一位。“对很多巴方工程师来说，能亲身参与到这一
项目中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记得有一次，当由巴中双方共
同设计的一个实验方案调试成功，一位巴西工程师甚至动情地流下
了热泪。”在保罗眼中，巴中员工已是一个攻无不克的团队。

其实，巴方员工一开始对中国的技术设备并不了解，双方的协

作也不够顺畅。中方邀请他们前往中国培训考察，体验中国文化，
渐渐地拉近了彼此距离。一起工作久了，大家亲如兄弟。狂欢节是
巴西最重要的节日。项目公司线路经理丹尼洛却放弃假期，连续一
周守在第10标段现场。“我的中国兄弟飞了2万多公里来到巴西帮助
我们建设电网，他们远离家人，每天都在拼搏，我不能让他们失
望。”他说。

马拉吉尼亚奴隶避难社区是线路必经之地。这个由逃亡奴隶建
立的社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团队了解情况后，为社区翻修了会
场，修建了饮用水井。还因地制宜地援建了果汁加工厂，并跟进产
品在农畜部门的注册，以实现产品在全国销售。

团队向线路途经的33个受疟疾影响城市捐赠医疗器械和设备，
帮助当地建设牛奶厂、养鸡场，资助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瓦伦古码
头遗址的历史文化抢救工作……

项目之外，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

达席尔瓦是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乐团在纪念中
巴建交40周年的音乐会上演奏了中国名曲，还受到过两国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而他曾生活的马累，因危险级别最高，至今未能设立社
区维和警察局。

“我曾经和所有贫民窟的孩子一样，没有钱、没有教育，并不
知道什么叫做人生目标。直到卡洛斯先生邀请我加入乐团，我的人
生再也不一样了。”他提到的卡洛斯是乐团的创始人。卡洛斯的父
亲是位把音乐带进贫民窟的音乐家，却被贫民窟的居民所杀害。但
父亲“音乐必将创造奇迹”的理念深深地印在卡洛斯心里。他放弃
了记者的工作，成立了乐团，决定用音乐去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

乐团的运营需要资金。“在乐团最危难之际，世界另一端的中
国来到了我们身边。”国网巴控公司对乐团提供了长期资助，帮助
贫民窟里的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有超过6000余名孩子从中
受益。

在国网巴控公司董事长蔡鸿贤看来，确保经营效益的同时，加
强跨文化融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这是应该探索和坚
持的。正是基于此，国网巴控公司两次被评为“巴西电力行业最佳
公司”，并荣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社会责任管理最佳实践
奖”。

没有任何一种辉煌是一蹴而就的

项目全线贯通后，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玉海表示，
该项目实现了“投建营”一体化“走出去”，是近年来“一带一
路”建设落地生效的标志性项目。

作为中国在境外第一个独立投资建设运营的特高压工程，又是
世界上输送距离最长的±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项目采用的特
高压技术能在海外，尤其是在巴西“大显身手”，这在过去是难以
想象的。

20世纪80年代，巴西水电和输电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伊泰
普水电站的±600千伏送出工程曾是世界直流输电技术不可逾越的
高峰、各国电力工程师“朝圣”的地方。因此，巴西电力界起初对
中国技术到巴西应用存有质疑。

项目的成功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保罗·埃斯梅拉尔多感慨道：
“目前在特高压直流输电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难想
象，40多年前，当我初次和中国人打交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才刚
刚起步。”

中国技术从国内走向海外，从中国创造走向中国引领，收获的
背后是艰辛。“没有任何一种辉煌是一蹴而就的。美丽山二期项目
的成功，背后是中国企业花费了数年时间在巴西建立信任、树立形
象、了解市场、掌握规则的成果。”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海外运
营部主任王远航说，这数年的功夫，如今看来，一分钟都没有白
费。

标准是国际合作的通用语言。在巴西推广中国标准，“这是一个
相互适应、相互磨合的过程。”蔡鸿贤谈到，通过实际效果，让巴西看到
中国国家电网的力量、做法和诚意。这样在随后中标的工程中，公司
会对西门子、ABB提出技术标准，要求其按照中国国家电网的标准去
做。

目前，国家电网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立项国际标准53项，在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立项国际标准25项，其中40项已正式
发布。

伴随技术、标准“走出去”，近50亿元人民币的换流变压器、
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装置等国产高端电工装备和施工服务出口巴
西，这是中国电力技术装备“走出去”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我们成功投资运营菲律宾、葡萄牙、澳大利亚、意
大利、阿曼等 8 个国家和地区骨干能源网，承建了埃塞俄比亚
GDHA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埃及 EETC500 千伏升级改造输电项
目、巴基斯坦-默拉±660千伏直流输电项目等重大项目。”国家电
网新闻发言人王延芳对记者说，设备出口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
涵盖电力系统一次、二次绝大部分主要设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
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也向世界贡献着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国家电网在海外的成功实践，是众多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图为项目第3标段跨越巴西阿拉瓜亚河实景。 国家电网供图

图为中巴员工在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项目第9标
段施工现场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 明摄

图为巴西当地奎隆宝拉社区居民庆祝中企援建的果汁厂
建成。 国家电网供图

图为工人们在位于巴西帕拉州的项目第图为工人们在位于巴西帕拉州的项目第11标段进行导线验收标段进行导线验收。。 国家电网国家电网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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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士頓實施居家令期間，光鹽社為
有需要的民眾提供遠程服務。可以通過微
信和電話聯繫我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
任何健康保險的需求請聯絡我們。光鹽社
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健康保險的主要
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預測的醫療服務
需求，並且避免財務風險。

由於COVID-19的社區傳播，近期
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社詢問
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對於目前沒有保險的
人，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申請健康保險：

1，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家庭
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並且子女是公民或
綠卡，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童的Med-
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
時申請。

2，孕婦。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
標準，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的
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
以隨時申請。

3，住在Harris county的居民。如果
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可以申請金卡
。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時申請。注
：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只是一種醫療補
助。

4，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
家庭成員的變化/搬家/失去健康保險/身份

轉變等——可能會符合特殊
註冊期。如果符合Market-
place的特殊註冊期，可以通
過Marketplace申請個人健康
保險。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
變化的之前或者之後60天申
請。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
眾，醫療健康保險的主要目
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預測
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
財務風險。而且對於 Mar-
ketplace來說，如果錯過了市
場開放期（11月1日至12月
15日），除非您有重大情況
的改變，否則無法通過Mar-
ketplace申請健康保險。

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諮
詢光鹽社，服務免費。

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自
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協助民
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的機構
，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康委員會
（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es）指
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有多名州政府認證的
Medicaid/CHIP導航員。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更方

便您聯絡我們，光鹽社增加以下方便您的
聯絡方式：
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掃碼填表。
2，光鹽社手機號 832-206-3429 可以接
收語音和短信。
3，發電子郵件到lsahouston@gmail.com
4，辦公室電話713-988-4724，可留言
。
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复您。

疫情之下 光鹽社為有需要民眾提供遠程服務

對於那些講普通話的人,美國小企業管理局
(SBA)的紐約地區辦公室正在舉辦一些關於聯邦
援助的網路研討會。下一個是4月2日,每週三
中午12點(CST)繼續。請直接查看下面的網路研
討會日程和 RSVP。

SBA紐約地區辦公室經濟發展專家林文麗
女士也想為希望為自己的會員安排SBA網路研
討會的組織提供服務。請直接在 man-li.
lin@sba.gov給她發電子郵件——她很樂意藉此
機會說明那些需要幫助的企業,以中文訪問SBA
相關的聯邦資源。

4/2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

uZYtf-isrTIqTTgPpAQl4RdIygPGmoiBzA

4/8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4/15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4/22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
bv0y_N5nMTA

4/29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5/6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5/13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5/20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5/27 中午 12 點至下午 1 點 CST
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Qsce-
Gqpz0j0h-eGY18Gnhbv0y_N5nMTA

白宮關於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倡議宣佈

雇員權利
《家庭優先新冠病毒應對法案》(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關於帶薪病假和延長家庭與醫療休假的規定

工資和工時處
美國勞工部

WH1422 TAI  REV 04/20

要瞭解更多資訊或提交投訴：
1-866-487-9243

TTY:1-877-889-5627
dol.gov/agencies/whd

1.  遵循聯邦、州或地方新冠肺炎相關命令進行自我隔離或 
醫學隔離

2.  經醫護人員建議，進行新冠肺炎相關自我隔離；

3.  出現新冠肺炎症狀，且正在尋求醫療診斷；

4.  需要照顧第(1)條所述遵循 命令人員或第(2)條所述自我
隔離人員；

► 強制執行
美國勞工部工資和工時處(WHD)有權調查並強制執行FFCRA。雇主不得解雇、處罰或以其他方式歧視，根據FFCRA依法享有
帶薪病假或延長家庭與醫療休假、根據本法案或本法案相關規定而提出投訴或提起訴訟的任何雇員。雇主如違反FFCRA的規
定，將會受到WHD的懲罰和強制執行。

5.  子女學校或照顧場所因新冠肺炎相關原因關閉 
（或兒童照護服務提供者無法提供服務），而自行需

要照顧子女；或者

6.  經歷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指明的其他類似狀況。

《家庭優先新冠病毒應對法案》（下稱「FFCRA」或「法案」）規定某些雇主須為受新冠肺炎疫情相關規定原因影響的雇員提
供帶薪病假和延長家庭與醫療休假。本法案相關規定於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適用。  

► 帶薪假期權利
一般來說，本法案涵蓋的雇主必須為雇員提供： 

最長兩週（80小時，或相當於兼職雇員兩週工作時間）的帶薪病假，並以其基本薪資或適用的州或聯邦最低薪資中較高者計
算，按照以下比例支付：

•    在符合下列第1至3條的理由下，支付100%的原薪資，每日最高511美元，共5，110美元 

•    在符合下列第4條和第6條的理由下，支付2/3的原薪資 ，每日最高200美元，共2,000美元；以及

•    在符合下列第5條的理由，最長12週帶薪病假和延長家庭與醫療休假，支付2/3的原薪資，每日最高200美元， 
共12,000美元

在此期間，兼職雇員有資格享有按正常計劃安排的工作小時數而所能累積的休假時數 

► 符合資格的雇員
一般來說，對於雇員人數少於500人的私營部門雇主及部分公共部門雇主的雇員，如受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原因（請參見下文）
影響，有資格享受最長兩週全額或部分支付帶薪病假。提出休假申請前聘雇時間已滿30天的雇員， 如符合下列第5條理由，
可有資格享受最長額外10週部分支付延長家庭與醫療休假。

► 符合休假條件的新冠肺炎相關理由
如因雇員出現以下情形而無法工作，包括無法遠端工作，則該雇員有權享受新冠肺炎相關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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