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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奶貓小奶貓““掉進大魚缸掉進大魚缸””
美國水族館迎來特殊客人美國水族館迎來特殊客人

近日近日，，美國亞特蘭大的喬治亞水族館迎來了壹群特殊的客人美國亞特蘭大的喬治亞水族館迎來了壹群特殊的客人，，五只五只
小奶貓成為了特殊時期這裏的遊客小奶貓成為了特殊時期這裏的遊客，，它們好奇的探索海底世界它們好奇的探索海底世界。。圖片由圖片由
喬治亞水族館於喬治亞水族館於44月月2020日發布日發布。。

捷克馬戲團成員街頭為居民表演捷克馬戲團成員街頭為居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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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張文宏：毋須大規模核酸篩查
武漢檢27萬人僅182無症狀感染者 廣滬等疫情低發區接近零

��(���

中華預防醫學會感控分會主任委員高
志良指出，廣州市目前對所有住院

患者開展核酸和CT篩查，未發現新冠
病毒無症狀感染者，此外在廣東省幾百
個發熱門診中也沒有發現，這說明在疫
情低發地區，無症狀感染者是比較少見
的。

三千萬人口大城 每天查三萬需千日
張文宏則帶來一個最新數據，截至

目前在疫情高發的武漢市共篩查27萬
人，發現無症狀感染者182名，比例不
算高。他說，高志良教授提到廣州未發
現本地無症狀感染者，在上海，他認為
基本上也不存在無症狀攜帶者。因為上
海如果有無症狀攜帶者，一定會造成比
較隱蔽的傳播，無症狀攜帶者傳播十個
人以後，裡面一定會有六到八個人會出
現症狀。目前密佈整個上海的發熱門診
和哨點，尚未發現一例有症狀病人。

他表示，一個城市整體性進行大規

模開展核酸檢測，沒有必要，也沒有可
行性。“假設在近三千萬人口的大城市
篩查，一天查三萬，已經是極其高的檢
測量，但查完得一千天，效率低且無意
義。”

抗疫常態化需保持社交距離
目前中國已經全面復工復產，復學

也逐步鋪開。張文宏說，中國作出復工
復學的決定是非常謹慎的，選擇的時機
也非常合理、安全。但在目前全球疫情
仍比較嚴峻的形勢下，有疫情倒灌風
險，復工復產以後還要保持一定的常態
化抗疫態勢，也就是說可以開展活動，
放開旅遊、餐飲、電影院等，但公眾一
定要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對於即將到來
的五一假期，他認為，可以去中國大多
數城市旅遊，但要拒絕去人山人海的地
方。“遊玩過程當中戴口罩，洗手，不
跟陌生人聊天，做到這一點跟在家裡沒
有什麼區別。”

香 港

文匯報訊

（記者 王

玨 北京報

道）“走進常態防控”第三屆新冠肺炎多學科論壇

25日舉行，張文宏、楊曉明、金冬雁、高志良、

王雲峰、林炳亮等知名專家共同探討未來常態防控

新舉措。對於公眾關心的無症狀感染者篩查問題，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透露，迄

今在疫情高發的武漢市共篩查27萬人，發現無症

狀感染者182名，比例並不高，而廣州、上海等低

發地區的無症狀感染者接近於零，他認為在一個城

市整體性進行大規模核酸篩查沒有必要，也並不可

行。

滅活疫苗Ⅱ期臨床
尚無不良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新冠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事
故”的陰謀論，德國頂尖病毒學
家、柏林夏里特醫學院病毒研究所
所長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柏林時
間24日表示，這種說法極其不可
信。他同時注意到中國在滅活疫苗
研發上取得的進展，並認為滅活疫
苗有利於全球快速大批量生產。

德羅斯滕是2003年SARS病毒
的共同發現者之一，且研發出了
SARS病毒診斷方法。新冠疫情爆
發以來，他受邀為德國聯邦政府抗
擊疫情提供諮詢，並堅持在媒體上
為大眾解讀疫情發展，被德國輿論
視作疫情期間該國最權威的聲音之
一。

在當地時間24日出版的《南德
意志報》專訪中，德羅斯滕被問到
如何看待“新冠病毒起源於武漢一
次實驗室事故”這一流言。他回應
稱，與此次爆發疫情的新冠病毒相
似的蝙蝠冠狀病毒只存在於菊頭蝠
體內，而人們不可能簡單地在一間
實驗室裡飼養菊頭蝠，人們同樣也
不會輕易就在實驗室因為失誤而感
染這樣一種病毒。

德羅斯滕強調，由於存在“屏
障”，蝙蝠冠狀病毒不會輕易地傳
染給人類。“我所能說的是，這
（一流言）聽上去極其的不可
信。”事實上，早在今年2月，德
羅斯騰就與其他26位國際知名科學
家在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
（《The Lancet》）上發表聲明，
譴責認為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陰
謀論。

同一天，德羅斯滕還在北德廣
播的播客訪談專欄中談到了中國研
發新冠疫苗的最新進展。他表示，
中國科研團隊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
疫苗對恒河猴進行試驗後，恒河猴
的肺部得到了完全的保護。他形容
發表在生物科學預印本論文平台的
這項研究結果“已經有些令人驚
奇”。

對於滅活疫苗這一疫苗類型的
選取，德羅斯滕認為，在全球已經
存在大量可用於生產滅活疫苗的設
備，即使在欠發達國家也有這樣的
設備，因此滅活疫苗可在多個國家
同時大批量生產。他表示，即使德
國最終未必採用滅活疫苗，但滅活
疫苗的研發仍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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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宏表示張文宏表示，，復工復產後需保持一定的常態化抗疫態勢復工復產後需保持一定的常態化抗疫態勢。。圖為蘭州一小學的學生進入圖為蘭州一小學的學生進入
學校前接受體溫檢測學校前接受體溫檢測。。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國家“863”計劃疫
苗項目首席科學家、中國醫藥生物技術協會副會長楊曉明25日
透露，由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研發的新型冠
狀病毒滅活疫苗已進入Ⅱ期臨床研究，目前看進展良好，抗體
濃度有非常明顯上升，尚未發現一例不良反應。他並稱，目前
已準備兩條臨時生產線，產能可達1億支至2億支。

楊曉明在論壇上表示，真正放心的復產復工需要依靠有效的、
足夠量的疫苗。滅活疫苗是目前各類疫苗路線中最成熟、成本比較
低的疫苗。如果臨床實驗可以成功，那麼將是“可靠和支付得起
的”疫苗。他介紹，他領銜的全球首款獲批臨試新冠病毒滅活疫
苗從立項到獲批臨試，只用了98天，現已進入臨床Ⅱ期實驗，
目前進展十分順利；而通常一款新疫苗從立項、研發到試驗評
估、行政審批，直到上市，全過程需8年至10年。如此快速
度，“體現了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2020年中國經濟破“疫”前行紮實

起步。數據顯示，壹季度我國經濟社會

大局保持穩定，以新產業、新產品和新

商業模式為代表的新動能逆勢增長。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非常時

期，中國經濟顯露出難能可貴的“穩”

的定力和“進”的潛力。隨著宏觀政策

更加精準有力，從“六穩”到“六保”

全力穩住經濟基本盤，中國經濟復蘇的

腳步正在不斷加快。

中國經濟首季紮實起步
“-6.8%”，日前發布的中國經濟首

季報顯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現1992年

有季度統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主要宏

觀經濟指標均出現明顯下滑。

“今年壹季度極不尋常，新冠肺炎

疫情作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

對各國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帶來重大影響

，也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

嚴鵬程4月21日說，今年壹季度經濟下

行並非中國經濟發展基本面的正常反映

，而是突發嚴重事件帶來的結果。

透過近期發布的壹系列數據，盡管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這壹前所未有的沖擊，

中國經濟依然顯露出難能可貴的“穩”

的定力和“進”的潛力。

從趨勢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成效顯著，復工復產率不斷提升。3

月份，包括工業增加值、服務業增加值、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進

出口總額、城鎮調查失業率等主要經濟指

標均較1至2月降幅收窄。全社會用電量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發電量3月份降幅都

出現收窄。據電網公司調度數據顯示，4

月 1日至 15日，全國發電量同比增長

1.2%，實現正增長。目前全國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絕大多數已經復工。

從經濟動能看，受疫情影響，傳統

動能被短期抑制，但隨著消費回補會迎

來恢復性增長。更可貴的是，以新產業

、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新動能

逆勢增長。無接觸配送、在線醫療、在

線教育、遠程辦公等數字經濟新業態、

新模式發展呈現巨大潛力。數據顯示，

壹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

務業表現亮眼，逆勢同比增長13.2%。

從基本面看，疫情是突發公共事件

，支撐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條件和

基本因素沒有變，中國市場規模大、成

長快、潛力充裕的基本特點不會改變。

盡管疫情沖擊嚴重，但是基礎工業保持

正常增長，防疫物資供應和生活必需品

供應保障有力，14億人的基本民生得到

了較好保障，經濟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總的來看，壹季度，在新冠肺炎

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

長、新聞發言人毛盛勇4月17日說。

“六穩”“六保”全力穩住基本盤
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強調

加大“六穩”工作力度的同時，首次提

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

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穩”是大局，“保”是前提。接受

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面對疫情帶來的前

所未有的沖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

新的“校準”，貫穿經濟工作的主線，從

“六穩”到“六保”，進壹步加大政策對

沖力度，全力穩住經濟基本盤。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

院教授毛捷表示，從壹季度經濟數據看

，中國應對疫情措施及時有力，在世界

範圍起到了示範作用，但是也付出了經

濟增長、財政收入下降的代價。當前，

在抗擊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同時，經

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因素愈加突出，尤其

是就業和中小微企業的穩定非常關鍵。

要牢固樹立底線思維，確保不出現系統

性風險。

毛捷表示，“六保”的提出非常及

時，任何壹方面沒有保障好都可能引發

系統性風險，“六穩”和“六保”的組

合，對宏觀政策目標進行了更為精準的

“校準”。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誌剛表示，“六穩”和

“六保”存在交叉點，“六保”旨在對

沖疫情帶來的新不確定性沖擊。

“‘六保’各項任務之間相互關聯

，各有側重，抓住了經濟社會穩定的主

要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

究院副院長楊誌勇說，保居民就業是維

護社會穩定所必須，但就業需要載體，

因此保居民就業需要保市場主體。中小

微企業是就業吸納大戶，抗風險能力弱

，可以結合“保居民就業”給中小微企

業更有針對性的救助。企業復工復產順

利推進進行，需要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同時需要暢通與消費的對接。此外，

保糧食能源安全是各項經濟社會工作的

基礎，保基層運轉是所有工作的基礎。

更大力度對沖政策將出
從3月2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提出“加大宏觀政策對沖力度”，到4

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

以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

，政策力度不斷加大。下壹步，政策還

將層層深入。

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

出，要以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

影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

，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增

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提高資金使用效

率，真正發揮穩定經濟的關鍵作用。穩

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運用降

準、降息、再貸款等手段，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把

資金用到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

業上。

楊誌勇表示，下壹步財政政策力度

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必須要以超常規

的政策力度穩預期、提信心、保運行，

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我國宏觀對沖政策仍有很大空間

，並將持續發力。”嚴鵬程指出，為應

對疫情沖擊，前壹階段在幫扶企業、穩

定就業、擴大內需等方面，各地各部門

陸續出臺了壹系列政策措施，目前這些

政策正在逐步落地。下壹步，將在財政

金融、投資消費、就業民生等方面，抓

緊推出壹批更有力度、更有針對性的政

策舉措，著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提高

生存發展能力，切實穩定經濟運行。

穩定汽車、家電等傳統大宗消費，

適當增加公共消費，大力培育新興消費

；聚焦短板領域，實施老舊小區改造，

擴大有效投資，優化頂層設計推進新基

建；進壹步研究出臺中小微企業支持政

策，推進減稅降費，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和房屋租金；緊扣就業這壹最大的民生

，聚焦高校畢業生、農民工、貧困地區

勞動力等重點群體，實施好援企穩崗政

策……目前，相關部門壹攬子新政待發

，宏觀政策對沖力度將不斷加大。

毛盛勇指出，隨著復工復產加快統

籌推進，更大力度的政策不斷出臺，二

季度中國經濟表現會更好。

“依托強大國內市場支撐，通過宏

觀政策對沖，暢通經濟循環，發揮各類

市場主體作用，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有條件克服眼前的困難，推動經濟

發展盡快恢復到正常軌道，完成好全年

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嚴鵬程表示。

壹季度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上升 官方稱風險完全可控
綜合報導 壹季度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不良貸

款率出現小幅上升。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新

聞發言人肖遠企22日在北京表示，這壹情況在預

估範圍內，中國銀行業有足夠能力抵禦風險。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當天舉行銀行保險業壹季度運

行發展情況發布會。肖遠企在會上介紹，壹季度數據

顯示，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2.04%，比年初上升0.06個

百分點。其中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壹些小微企業和餐

飲、住宿等行業上升相對較快，但在預估範圍之內。

他透露，官方近期壹直在對此進行分析和密切

監測。銀保監會分步驟和情景做了分門別類、差異

化的壓力測試綜及綜合壓力測試。同時加大了不良

貸款處置力度，壹季度處置不良貸款4500多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加810億元。並通過

逐漸拓寬處置渠道、處置方式，既減少了銀行不良

貸款，也為其提供新貸款支持企業創造條件。

此外，銀保監會還要求銀行在當前情況下必須

以更大力度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特別是支持中小微

企業恢復正常生產經營。

“支持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其實就是銀行防風

險的壹個舉措。支持他們發展，銀行不良貸款自然

就會下來。”肖遠企稱，此次企業遇到的困難是暫

時的，且由外部因素引起。疫情前絕大部分企業基

本面是好的，疫情暴發後企業暫時在生產經營、現

金流等方面出現壹些困難，不能按期償還。除了采

取對沖措施外，銀行也要加強風險管理和客戶細分

，區分哪壹類企業受疫情影響暫時處於困境出現壹

些違約，哪些企業是本身經營出現問題。

肖遠企進壹步指出，中國銀行業有比較充足的

撥備和資本來抵禦風險，比如全行業撥備逾6萬億

元。盡管銀行不良貸款會有小幅上升，但通過上述

措施風險完全可控。

數據印證中國經濟“穩”的定力“進””的潛力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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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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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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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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2020 -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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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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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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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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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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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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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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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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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Tuesday, April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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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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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德州第二階段重啟德州第二階段﹕﹕居家令居家令3030結束結束﹑﹑這些生意這些生意55//11允許開放允許開放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進展
至今﹐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於27
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宣布下階段的「重啟德
州」計畫﹐並表示居家令將會在本周30日
到期﹐不會延長﹒
艾伯特在記者會中指出﹐5月1日將會重啟
德州部分行業﹐不會一次開放﹐先試個水溫
﹐若兩周後發現狀況有好轉﹑病例沒有暴增
﹐5月18日會第二階段開放更多行業﹒
根據州長所頒布的最新命令﹐5月1日將會
開放第一部分的商家﹐包括﹕零售業﹑餐廳﹑
影院﹑商場﹐都將允許開放25%的生意﹐但
若是商家覺得不安全﹐可以選擇不用開門﹐
這項並令並非強制性﹒此外﹐博物館﹑圖書
館也可以開放25%容納空間﹐但互動式的
設備不得開放﹒而原本就能運作的教堂﹐

可 以
擴 大
開 放
容 量
﹒
此 外
﹐ 州
長 也
允 許
4 人
以 下
的 戶
外 運
動 ﹐
如網球﹑高爾夫﹐前提是人數不得超過限制
﹐且要維持社交距離﹒

針對一些病例較少的郡﹐州長指出可以因
地制宜﹐這些郡必須遵守當地醫療人士列

出的安全標準﹐但可以彈性地將生意的容
量從25％提高到50％﹒
艾伯特強調﹐「我們開放並不是為了要迎向
再次關閉」﹐因此仍然要強調社交距離﹒醫
院也仍然要保留50%容量給新冠肺炎病患
此外﹐他表示根據數據顯示﹐德州新冠肺炎
康復人數即將超過每日確診案例﹐是個好
的跡象﹒他也強調將要擴大篩檢﹐並強調
對養老院等長者機構的重視﹐他表示若是
養老院的狀況越早達到控制﹐德州就離開
放越近﹒
艾伯特表示﹐根據醫療專家建議﹐酒吧﹑美
髮沙龍﹑健身房等商家﹐目前仍然不建議開
放﹐若疫情得到控制﹐最快希望在五月中重
啟﹒他也表示5月18日將會宣布第二階段
的開放行業﹒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哈裏斯郡於
27 日召開記者會﹐針對當天上路的「口罩
令」做出回應﹐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
）表示自命令發布以來﹐不少人都主張不會
帶口罩﹐但她認為這不是「玩政治遊戲」的
時候﹐而是攸關他人生死的事﹒
根據這項命令﹐10歲以上的民眾在外出時
﹐必須攜帶面部遮蔽物遮掩口鼻﹐圍巾頭巾
﹑布料﹑非醫療用口罩都可以﹒違者可處高
達一千罰鍰﹒

伊達戈爾在記者會上重申﹐根據萊斯大
學統計﹐從事社交距離的這一個多月以
來﹐已經拯救了約 4 萬 5000 條的人命﹒
如今科學證實﹐面部遮蔽物的確可以有
效防止擴散途徑﹐才頒布此項命令﹒
哈裏斯郡公共衛生局 Umair Shah 博士
表示﹐郡政府一直跟聯邦政府等夥伴合
作﹐目前必須確保不會倒退而行﹐他表
示州長也很關心在哈裏斯郡發生的事

情﹐官方保持正面態度﹑持續監測﹐前提是
要站在科學的角度去審視大休斯頓地區的
重啟﹒
伊達戈爾也指出﹕「有特定人士想要玩政治
﹐趁機做出不帶口罩的政治宣言﹒這不只
是攸關你自己而已﹐不只是攸關帶口罩者﹐
而是攸關其他人﹒攸關了你去超市﹐身旁
的人是否免疫力低落﹐攸關你是否將影響
對方的生死﹐你可能把病毒傳給他們﹐或可
能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讓他們成為帶原

者﹒如果想要重啟經濟﹑想要往前走﹐我們
必須阻止病毒途徑﹒你如果要做政治宣言
﹐不戴口罩﹐那麼為了大家好﹐請你待在家
﹒」
隨著州長將於 27 日下午頒布新的重啟德
州命令﹐郡政府官員也表示﹐正在密切關注
接下來將發布的新消息﹐將會針對新的命

令﹐擬定因地制宜的計畫﹒
此外﹐記者會上另一項重點便是郡政府將
會安排檢測團隊和公衛專家﹐進駐養老院﹑
療養院等疫情高風險處﹒此外﹐將會於 4
月30日設置兩個新的檢測站﹐大幅度進行
檢測﹒

哈里斯郡哈里斯郡「「口罩令口罩令」」2727日生效日生效﹐﹐郡長郡長﹕﹕「「不是玩政治遊戲的時候不是玩政治遊戲的時候」」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患有冠患有冠
狀病毒的人不一定會因抗體的狀病毒的人不一定會因抗體的
存在而免疫存在而免疫，，以免再次感染該以免再次感染該
病毒病毒。。

世衛組織在一份新的科學簡
報中說：“尚無證據表明患有
Covid-19的人不會再次感染。”

世衛組織警告說，各國政府
若已安全恢復正常生活，謹慎向
患有Covid-19的人頒發“免疫護
照 ” （Immunity Passportszhuqs）

， 還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免受二次
感染。

簡報說：“在大流行的這一
點上，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抗體
介導的免疫的有效性，以保證
“免疫護照”或“無風險證書”
的準確性。

世衛組織發布了該摘要，作
為針對 COVID-19 應對措施下一
階段調整公共衛生和社會措施的
指南。

該衛生機構表示，正在審查

有關SARS-CoV-2抗體反應的證
據，SARS-CoV-2 是引起 Cov-
id-19感染的病毒。

簡報說，“大多數”研究表
明，“從感染中恢復過來的人對
病毒具有抗體”。

但是截至昨天，尚無研究
“評估SARS-CoV-2抗體的存在
是否賦予該病毒隨後在人體內感
染的免疫力。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
作者）原作者

世衛組織警告說世衛組織警告說，，沒有證據表明沒有證據表明
患有冠狀病毒的人可以抵抗第二次感染患有冠狀病毒的人可以抵抗第二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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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耳闻，河南境内有一条横穿绝

壁的挂壁公路，那里有一群常年生活在

悬崖顶上的山里人家，名为郭亮村。

2018年6月初，我们一行怀着强烈的好

奇心由北京驾车前往，要一睹其“庐山

真面目”。

汽车抵达万仙山风景区门前，游人

须将汽车停泊在山角下，乘坐摆渡车上

山。这种方式似乎是近年来许多旅游景

区的常规项目，只是可怜了我们这些远

道而来的游人，原本想亲自体验一把在

挂壁公路上驾车行走的感觉，看来只得

遗憾放弃。

摆渡车沿着蜿蜒盘旋的绝壁山路前

行，最终停留在海拔1700米高的悬崖上

，郭亮村就坐落于此。这里位于太行山

深处，据说，在东汉末年，连年灾荒，

加上地主和封建官府的剥削压迫，民不

聊生。太行山区的农民郭亮率饥民揭竿

而起反抗压迫，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形

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后因寡不敌众，

郭亮只得退守西山绝壁，于是，他们的

后人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封闭的山沟里

。

尽管如今修通了一条通往村里的水

泥大道，但仍然保留着昔日进入村庄的

唯一一条石板小路。村口是一座用石块

垒砌的圆弧顶大门，周边是石垒围墙，

浅红色的石面上印迹斑驳，仿佛岁月刻

下的沧桑历程。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座

石门，它绝对是郭亮村的标志，许多影

视剧里都有它的芳影。一旁豁然立着两

块石碑，书有“太行魂”、“中华影视

城”，似乎在彰显着它的显赫地位。

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绕村观

赏，一路上游人络绎不绝，曾经作为影

视背景的街巷、院落比比皆是。据介绍

，有40多部影视剧的摄制组曾住在这里

拍摄过外景，著名导演、演员，教练员

、运动员，不胜枚举。甚至，连这里许

多普通村民都曾多次跑过龙套，与他们

交谈中，如数家珍。此外，全国有众多

的院校和摄影协会把这里定为基地，常

年有学生和影迷在这里采风。

一路走过，感觉村庄虽然不大，但

相当有特色。一是周边群山环抱，绝壁

雄浑巍峨，粗犷恢弘；红岩翠峰重叠，

高耸入云，连绵不绝；还有峡谷、飞瀑

、溶洞、老树散落其间。二是这里保持

着原始的“石器”风貌，石路、石墙、

石院、石宅，五花八门，“石”全“石

”美；加之整个村庄依山势而建，房子

不分行，不成排，错落有致，参差不齐

，形成一种自然的和谐之美。

毋庸讳言，准确地说，由于长期的

交通不便，这里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

态，能够扑捉到五、六十年代，甚至解

放前的影子。正是这种纯自然的美和人

文环境的陈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才受到影视和艺术人员的如此热捧！

作为旅游景点，我是十分喜欢并推崇的

。

距离村庄二公里，是一处观察周边

环境的最佳位置，能够清楚地看到郭亮

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下面是万丈峡

谷。近旁一块木牌上写着“天梯”二字

，并有一根粗绳拦住。导游说：这是当

年村民上下山的唯一通道。我壮着胆子

跨了过去，脚下是一条一尺来宽、近乎

垂直的、在绝壁上凿就的石梯，没有扶

手，下面是万丈深渊。同行的人都不敢

下去，我壮着胆子走了三五十米，眼见

下面深不见底，确实令人不寒而栗，赶

紧折返回来。

离此处不远有一座用石头构筑的炮

楼，把守着这条唯一通道。这是拍摄电

影《战争角落》遗留下来的，如今成为

一道景观，让人们追忆那逝去的抗战年

代。进入里面，炮楼完好如初，感觉那

一个个洞开的枪眼，仿佛凶恶的狼眼紧

盯着外面。炮楼有两层，建有楼梯，登

临楼顶，能够俯视山谷，村庄。

第二天拂晓，我们在雄鸡的鸣叫

声中来到了挂壁公路，决定用脚步来

感受它的神奇。绝壁长廊采用半开放

式的结构，公路紧贴着绝壁表层开凿

，壁沿保留着一米左右的墙，起到支

撑作用；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窗，能

够采光和通气。这工程似乎与距离不

远的“红旗渠”非常相似，闪烁着毛

泽东时代的光辉。

1972 年，为了让村民和子孙后代

告别与世隔绝的生活，村里 13 名青

壮劳力在村支书申明信的带领下，决

心在绝壁上修建一条公路。他们集资

购买了钢锤、钢钎等工具，在无电力

、无机械的条件下，全凭人工，历时

五年，硬是在绝壁中一锤一锤凿出一

条高 5 米、宽 4 米，全长 1300 米的石

洞。据说，整个工程清理石渣 2.4 万

立方，消耗钢钎 12 吨，铁锤 2000 个

。当初，上至 70岁的老人，下至 8岁

的娃娃，人人上工地，大石块用力搬

、挪、抬、翻、推到崖下，小石块装

进筐、篓、篮子里，倒往崖下。

我们沿着公路朝下走，不断有上山

或下山的汽车、摩托车从身旁路过，由

于山里空旷、寂静，车辆离得老远就有

很大的声音在洞里震响，给人以压迫感

，我们不得不紧贴壁沿让其通过。从洞

口朝对面看去，村里人家的住房仿佛临

崖壁而建，其实这些房子距离崖壁至少

有10米、甚至20米远。但是，仰头朝上

看，岩石凸凹龟裂、缝隙可见，似乎有

随时掉落的可能。

绝
壁
上
的
人
家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週投資市場最上週投資市場最
大新聞就是五月大新聞就是五月WTIWTI原油期貨價格在周一史無前例的跌到負值原油期貨價格在周一史無前例的跌到負值
，，收盤價格為負收盤價格為負3737美元美元。。這主要是由於在周二期貨合約到期日這主要是由於在周二期貨合約到期日
前的技術性拋售壓力造成的前的技術性拋售壓力造成的，，加上當前石油供過於求情況嚴重加上當前石油供過於求情況嚴重，，
原油儲存空間幾乎飽和原油儲存空間幾乎飽和。。受此影響受此影響，，六月的原油期貨價格繼續下六月的原油期貨價格繼續下
滑滑，，整體美國和全球股市在上周初均有明顯回落整體美國和全球股市在上周初均有明顯回落。。上週後期由於上週後期由於
川普總統簽署第二輪疫情救助法案川普總統簽署第二輪疫情救助法案，，政府提供更多資金給小企業政府提供更多資金給小企業

和醫院和醫院，，市場信心有所提升市場信心有所提升，，市場表現略有恢復市場表現略有恢復。。隨隨
著美國各州逐步放鬆限制令著美國各州逐步放鬆限制令，，開放企業開放企業，，經濟逐漸恢經濟逐漸恢
復復，，預計市場長線走高預計市場長線走高，，但疫情持續期間的震盪仍將但疫情持續期間的震盪仍將
是常態是常態。。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377523775點點
（（週跌幅週跌幅11..99%%，，年跌幅年跌幅1616..77%%），），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28372837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33%%，，年跌幅年跌幅1212..22%%），）， 納斯達克收納斯達克收
盤盤86358635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22 %%，，年跌幅年跌幅33..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三月一直有March Madness的稱謂。這個稱號對於今年

三月的投資市場再貼切不過了。自三月初新冠疫情案例
開始瘋狂增長，三月中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
市場以驚人的速度下滑，從2月19號的歷史高點一路跳
水，直到3月23號達到了2016年12月以來的最低點，短

短一個月時間瘋狂下跌34%，但之後的一個月又迅速回漲了25%，截
止上週市場表現已恢復到了3月初水平。這再一次表明了市場波動
時不要跟風做出情緒化拋售決定的重要性。

市場震盪幅度上，從過往五年數據看，歷史日均振幅僅為0.7%
。然而，三月市場日均振幅高達5%，且下行震盪居多，其中最高一
天股市跌幅12%。而在4月震盪明顯平穩許多，日均振幅2.7% 且大
多為上揚震盪，其中最高一天漲幅9.4%。這也說明了突發事件造成
的市場恐慌是短暫的，投資者不要因為短暫性調整而改變長期投資

策略。
石油行業今年以來不斷領跌，從年初的50美元一桶迅速跌到目

前的不到20美元一桶，為近十幾年的最低點。但最令人大跌眼鏡的
是上周原油期貨價格為負37美元。這主要是原油期貨交易規則導致
的合約到期前必須拋售，期貨投資者寧願賠錢也要離場。隨著經濟
重啟已見曙光，石油需求量會隨之恢復。低油價對石油行業的就業
和盈利打擊很大，但從整體市場來看，標普500中石油股只佔5%權
重，對整體投資市場的影響有限。

市場下跌時，有針對性的選擇投資產品就更為重要。在牛市環
境市場普遍高漲時，投資大盤指數型產品是很多個人投資者的策略
，因為投資大盤相對簡單，對專業知識要求不高，跟著大盤增長的
收益基本可以達到均值。但當市場下跌和處於熊市環境時，大盤中
受疫情打擊慘重的股票會拉低整體大盤的表現，哪怕大盤中有些公
司表現穩定或增長良好。此時諮詢專業意見主動甄選優質、抗壓能
力強、不太受社交隔離影響的股票，才可能在熊市環境中獲利。另
一個建議是避免跟風盲目投資。以石油行業為例，油價下跌導致部
分投資者抄底買入石油指數，但發現指數仍跌跌不休。這裡要指出
的是石油行業包括上下游各類公司， 有些公司股票是值得低價買入
的，但有些是建議盡快賣出的。如果只是泛泛投資石油指數，哪怕
在看似低點的價位投入，在過去一兩個月的虧損仍比較嚴重，但甄
選一些優質油公司，逢低點投入，在過去一兩個月的增長收益還是
不錯的。

德州新聞最新疫情報告德州新聞最新疫情報告&&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大休斯敦地
區病毒感染人數區病毒感染人數 90709070人人,, 188188人死亡人死亡,,27262726人痊人痊
癒癒..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2463124631人人，，648648人死亡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全美感染人數 988988，，928928 ，， 5546155461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針對德州大量的失業人數的出現針對德州大量的失業人數的出現，，造成疫造成疫

情期間許多家庭失去能力支付房租情期間許多家庭失去能力支付房租，，水電費用水電費用
，，以及貸款的費用以及貸款的費用，，德州已經提供德州已經提供11301130萬美元萬美元
的資金幫助這些家庭度過難關的資金幫助這些家庭度過難關。。

由德州住房和社區事物局推出的網站由德州住房和社區事物局推出的網站，，可可
以按照步驟進行申請以按照步驟進行申請，，同時該網站還提供減少同時該網站還提供減少
法拍屋的信息法拍屋的信息，，

該網站的網址為該網站的網址為：：https://www.tdhca.state.https://www.tdhca.state.
tx.us/texans.htmtx.us/texans.htm

哈瑞斯縣縣長哈瑞斯縣縣長Lina HidalgoLina Hidalgo已經簽署一項法已經簽署一項法
令令，，從今天開始從今天開始，，該縣全面實施居民佩戴口罩該縣全面實施居民佩戴口罩
令令，，1010歲以上居民都應該遵守歲以上居民都應該遵守，，身體精神健康身體精神健康

有問題並且戴口罩有困難的居民可以除外有問題並且戴口罩有困難的居民可以除外，，同同
時時，，駕駛時駕駛時，，鍛煉身體時鍛煉身體時，，吃飯時可以不戴口吃飯時可以不戴口
罩罩。。該法令主要適用於出入公眾場合該法令主要適用於出入公眾場合,,目的是為目的是為
進一步重啓經濟做好準備進一步重啓經濟做好準備，，

如果暫時沒有口罩如果暫時沒有口罩，，可按照以下網站進行可按照以下網站進行
自己製作自己製作，， readyharris.orgreadyharris.org

針哈瑞斯縣下週一開始實施的口罩令針哈瑞斯縣下週一開始實施的口罩令，，休休
斯頓市政府和市議員也從上週開始為民眾免費斯頓市政府和市議員也從上週開始為民眾免費
發放口罩發放口罩，，

週二週二, April, April 2828
發 放 議 員發 放 議 員 ：： District K Council MemberDistrict K Council Member

Martha Castex-TatumMartha Castex-Tatum
時間時間：：99 a.m.a.m.

地點地點：：Fountain of Life Center,Fountain of Life Center, 1406514065 Main St.Main St.
發放議員發放議員：：District J Council Member EdDistrict J Council Member Ed--

ward Pollardward Pollard 時間時間：：1010 a.m.a.m.
地 點地 點 ：： Plaza Americas Mall,Plaza Americas Mall, 75007500 BellaireBellaire

Blvd.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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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
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
，股票代號EWBC，於NASDAQ交易）4
月23日公佈2020年第一季度盈利報告
，淨利達1億4千4百80萬美元，每股
獲利1.00美元。平均資產報酬率（ROA
）為1.30%，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為11.6%。2020年，該行憑藉穩健的
盈利能力，連續第十一年位列《富比士
》 「全美百強銀行榜單」 （America’s
Best Banks by Forbes ）前十五名。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
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 「在此
前所未有的特殊時期，我們的首要任務
是為客戶和社區提供安定的力量。於此
，我們已執行多項措施，透過調整工作
安排和流程，確保員工和客戶的健康安
全。儘管新冠病毒（COVID-19）的蔓延
為全球經濟和市場帶來許多挑戰和不確
定性，但華美銀行的3千2百名同仁已
準備就緒，與我們的客戶共渡難關。我
僅代表華美銀行，感謝每一位員工在此
艱難時期的奉獻和努力。」

吳建民說： 「華美銀行長期以來的
強勁盈利能力和收益情況使我們有能力
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們的資產負債
表持續穩健，存貸款組合多元化，最重
要的是，我們的資本充足。事實上，華
美銀行資本穩健，遠超於許多區域性和
全國性銀行。另外，我們在第一季度將
貸款損失準備金（allowance for credit
losses）增加至1.55%，以因應新冠病毒
對經濟和市場帶來的影響。」

吳建民表示，雖然政府於3月份頒
佈了 「居家避疫令」 ，但華美銀行的首

季度財務表現仍然強勁。截至2020年3
月31日，總貸款創新高，達3百59億美
元，較2019年 12月31日的3百48億美
元增加11億美元或13%；總存款創新紀
錄，達3百87億美元，較2019年 12月
31日的3百73億美元增加 14億美元或
15%。

吳建民總結道： 「在邁入2020年
第二季度之際，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和津貼計劃給予了我們信心。銀行透過
參與政府資助的新項目來持續支持我們
的客戶及其企業發展。目前，我們已透
過 SBA 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項目
（SBA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
稱PPP）為4千5百多家小型商業提供總
額超過15億美元的貸款。」

盈利表現概要：
• 第一季度獲利成長 – 2020年

第一季度盈利達1億4千4百80萬美元
，每股獲利1.00美元，2019年第四季度
分別為1億8千8百20萬美元和1.29美
元。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持續穩健 –
2020年第一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6千
2百70萬美元，較2019年第四季度的3
億6千8百20萬美元減少5百50萬美元
或1%。2020年第一季度淨利差為3.44%
， 較 2019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3.47% 減 少
0.03%。

• 總貸款屢創紀錄 – 截至2020
年3月31日，總貸款達3百59億美元，
較2019年 12月31日的3百48億美元成
長11億美元或13%。

2020年第一季度的平均貸款為3百
52億美元，較2019年第四季度增加7億

4千4百萬美元或9%，主要得益於商業
房地產貸款和房屋抵押貸款的成長。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20
年3月31日，總存款達3百87億美元，
較2019年 12月31日的3百73億美元增
加14億美元或15%。

2020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存款為3百
75億美元，較2019年第四季度增加6千
4百50萬美元或1%，主要得益於貨幣市
場存款帳戶、無息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成
長。

• 資產品質優良 – 截至2020年
3月31日，貸款損失準備金為5億5千7
百萬美元，或總貸款的1.55%為持作投
資（held-for-investment, 簡稱 HFI），
2019年12月31日為3億5千8百30萬美
元或1.03%。2020年第一季度較2019年
第四季度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增加1億9
千8百70萬美元。

同時，2020年第一季度的其他資產
品質指標均保持強勁。呆帳總額為90萬
美元，或佔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
0.01%，2019年第四季度為8百30萬美
元，或0.10%。非獲利資產為1億5千零
90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33%，2019年
12月31日為1億2千 1百50萬美元，或
0.27%。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20年
3月31日，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49億美
元或每股34.67美元。普通股每股有形
權益為31.27美元，2019年 12月31日為
31.15美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有
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9.7%，第一類
資本比率（CET1）為 12.4%，總資本比
率（Total Capital Ratio）為 14.0%。在

2020年第一季度期間，該行回購了總額
1億4千5百90萬美元或4百50萬股普
通股股票。

華美銀行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20
年銀行將持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
在2020年5月15日派發2020年第二季
度普通股股息每股0.275美元，股東將
依其至2020年5月4日的持股份數獲派
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

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
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
總資產4百59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

地區共有超過125處服務網絡，美國市
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
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
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
、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
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廈門及廣州亦
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
和個人銀行服務，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
2020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
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此為中文譯本，內容以英文新聞稿
為准

華美銀行發佈華美銀行發佈2020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年第一季度財報 淨利達淨利達11億億44千千55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0000美元美元 存貸款雙創新高存貸款雙創新高

信息温馨提醒信息温馨提醒：：長榮航空長榮航空20202020年年55
月份休斯頓月份休斯頓--台北直飛訊息台北直飛訊息!!

【全旅假期】信息溫馨提醒
5月更新，長榮航空公司2020年5月份休

斯頓-台北航班資料
因為疫情影響, 長榮航空公司調整了多項

台灣-美國的直飛航班

目前最新消息
休斯頓直飛台北航班 (BR51): 5月份每個星

期天
MAY 03/10/17/24/31

台北直飛休斯頓航班 (BR52): 5月份每個星

期五
MAY 01/08/15/22/29

** 資料來源: 長榮航空 **
** 信息隨時都有更新 **

中華文化學院的中華文化學院的 文化課程文化課程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陳根雄校長及全校老師們陳根雄校長及全校老師們

鑼樂器鑼樂器逗獅逗獅

劍術劍術

中國結中國結

小班唱跳小班唱跳

功夫扇功夫扇

扯玲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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