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5月1日 星期五
Friday, May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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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2Friday, May 1, 2020

BUSINESS NEWS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re-election cam-
paign plans to roll out a new advertisement targeting 
Democratic opponent Joe Biden’s record on China 
in must-win states for November’s election, doubling 
down on a tough-on-China argument that helped his 
successful 2016 campaig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about the coro-
navirus response during a meeting with New Jersey 
Governor Phil Murphy in the Oval Office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30, 2020. REUTERS/
Carlos Barria
Biden and his campaign have been unloading ads ac-
cusing Trump of weakness on China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local television interviews in swing states like 
Michigan, Pennsylvania and Wisconsin, lambasting 
what they see as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s botched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started in 
China but has now killed more than 60,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most incendiary language yet, an aide from the 
Biden campaign told Reuters that Trump’s handling of 
the crisis had led to scores of U.S. deaths.

“How does the Trump campaign defend the worst fail-
ure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modern history that 
costs thousands of Americans their lives?” said TJ Ducklo, 
Biden’s campaign spokesman.

Trump’s campaign is fighting back. A new, nearly 
two-minute video that the campaign is set to release on 
Thursday celebrates Trump’s decisions to ban most travel 
from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new Trump ad, seen by Reuters ahead of its release, 
also attacks Biden for earlier remarks that travel bans 
are not effective against the virus and for calling Trump 
“xenophobic” and “fear-mongering.”

Trump fires new volley in war of words 
with Biden over China

A Trump campaign aide said they plan to 
invest “five figures” behind the digital ad-
vertisement and to focus on the same swing 
state regions where Biden conducts inter-
views with local television outlets but did 
not specify particular locations.

The tit-for-tat arguments offer a preview of 
a major front of the Nov. 3 election battle: 
Who can be tougher with China.
Trump’s campaign is mining Biden’s near-

ly five-decade record as a senator,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or 
fodder for attacks related to China.

Biden’s allies have welcomed the fight, 
arguing that Trump trusted China’s 
response, allowing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despite global con-
cerns that Beijing was not being trans-
parent over the extent of the crisis.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allied with 
both campaigns have also been bolstering 
the attacks with ads of their own. Some 
of the Trump-friendly ads cast Biden as 
friendly to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while the Biden-backing spots por-
tray Trump as too trusting of the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outbreak.

FILE PHOTO: 
Democratic U.S. 
presidential candi-
date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at the 11th 
Democratic candi-
dates debate of the 
2020 U.S. presiden-
tial campaign in 
Washington

BUSINESS

As states try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while easing restrictions, 
unemployment filings in the U.S. topped 
30 million in six weeks, with another 3.8 
million Americans jobless claims last 
week.
The big picture: State labor departments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rush of 
people seek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could be 
higher than the weekly figures suggest.
By the numbers: COVID-19 has killed 
61,000 Americans and infected over 1 
million others in less than three months 
since the first known death in the U.S.,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More than 124,000 Americans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and over 6 
million test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U.S. as of Thursday.
Catch up quick: Vaccine frustra-

tions have sparked big talk with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inting 
at a willingness to spend billions in 
the hope of getting coronavirus treat-
ments out this year. (Fauci: Coronavi-
rus Vaccine “DOABLE”   By January:  
https://www.msn.com/en-us/health/
other/coronavirus-vaccine-by-jan-
u a r y - i s - d o a b l e - d r- f a u c i - s a y s /
ar-BB13qeQJ?ocid=msedgntp)
• Despite the buzz from Gilead’s Remde-
sivir trials, the drug on its own does not 
appear to be any kind of “cure” for the 
novel coronavirus.
• Thousands of cruise ship workers 
are stuck at sea because of a CDC or-
der — including nine American Oost-
erdam crew members who were denied 
disembarkation at Los Angeles Tuesday 
because owners “Holland America and 
Carnival failed to provide the safety at-

testation,” the CDC told Fox 11.

• Tesla CEO Elon Musk called gov-
ernment stay-at-home orders “fascist” 
during an earnings call Wednesday. Tes-
la posted its third straight quarterly profit 
but said business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outbreak were clouding its outlook 
for the year.
• Sen. Dianne Feinstein, the oldest 
serving senator, sent a letter to Majori-
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Wednesday 
urging him not to recall sessions in the 
chamber during the pandemic.
• The Federal Reserve plans to keep 
interest rates near zero “until it is con-
fident that the economy has weathered” 
the coronavirus crisis
• Maryland Gov. Larry Hogan (R) is-
sued an executive order Wednesday re-
quiring universal coronavirus testing for 
the state’s nursing home residents.
•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did not 
wear a face mask during a visit to a Min-
nesota Mayo Clinic Tuesday, despite a 
clinic policy requiring visitors to do so.
• The last stimulus checks might not ar-
rive until September.
• A Trump economic adviser says sec-
ond-quarter GDP decline will be “wors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Lockdown measures: Dozens of states 
have outlined plans to eas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but the pandemic’s impact 
on our daily lives, politics, cities and 
health care will outlast stay-at-home or-
ders.
• California Gov. Gavin Newsom will 
order all beaches and state parks to close 
Friday.

• Florida Gov. Ron DeSantis announced 
Wednesday that phase one of the state’s 
reopening will begin in most counties on 
Monday.
• Texas Gov. Greg Abbott said he’d al-
low the state’s stay-at-home order to 
lapse on Thursday, at which point Texas 
will begin “phase one” of its reopening 
plan.
• West Virginia and Ohio’s governors 
each released plans Monday to gradually 
reopen their state economies in the com-
ing weeks.
• Colorado and Nevada on Monday 
joined California, Oregon and Washing-
ton in their pact to work jointly in gradu-
ally lifting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 New York Gov. Andrew Cuomo said 
Sunday the state’s “phase one” reopen-
ing could begin May 15.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3,222,107 — Total deaths: 
228,757 — Total recoveries — 992,592 
— Map.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1,042,874 — Total deaths: 
61,005 — Total recoveries — 124,023 
— Total tested: 6,026,170 
3. 2020: Trump’s coronavirus response 
sounds the alarm on his re-election 
hopes.
4. Economy: Another 3.8 million Amer-
icans filed for unemployment last week, 
with the total topping 30 million.
5. Media: New York’s AG is stepping 

into a fight over whether consumers 
should still pay live sports TV fees while 
the sports world remains shut down.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S. CORONAVIRUS WEEKLY OVERVIEW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This graphic includes “probable

deaths” that New York City began reporting on April 14.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A general view shows an intensive care unit bed with a special artificial respi-
ration device where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uld 
be treated in Hanau

A health worker uses an infrared thermometer to measure the temperature of a labourer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a residential building during a nationwide lockdown to slow the 
spreading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Ahmedabad, India, April 30, 2020. REU-
TERS/Amit Dave TPX IMAGES OF THE DAY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visits the General Motors Components Holding Plant that is 
manufacturing ventilators, in Kokomo

C3Friday, May 1, 2020

Editor’s Choice

A salesperson greets the audience as she gets her hair done during a live-streaming session inside a 
clothing store at a tourist attraction ahead of the Labour Day holiday, follow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Yongzhou, Hunan province, China April 29, 2020. Picture taken April 29, 
2020. China Daily via 

A boy is seen near to prepared food packages to be distributed to poor families during the holy 
month of Ramadan,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Tehran, 
Iran, April 30, 2020. 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Ali Khara via REUTERS ATTENTION 

Medical personnel demonstrates outside the Molinette hospital over the lack of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for workers deal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Turin, Italy. April 30, 2020. REUTERS/Massimo Pinca TPX IMAG-
ES OF THE DAY

Artists wearing coronavirus-shaped helmets and protective suits walk on a street as they 
request people to stay at home during an extended lockdown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
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New Delhi, India, April 30, 2020. REUTERS/Adnan Abidi TPX 
IMAGES OF THE DAY

Flight attendants photograph a plane landing at Reagan National Airport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ile on a 
layover in Washington, U.S., April 29, 2020. REUTERS/Kevin Lamarque REFILE - REMOVING NAMES AND 
AIRLINE REFERENCE TPX IMAGES OF THE DAY



副刊

一直以来，狗狗喂养中的“补钙”问

题是很多宠友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幼犬，

宠爸宠妈们生怕自家的小狗因为缺钙而患

上某些疾病，今天，助手君就给大家说说

“狗狗补钙”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哪些狗狗需要补钙？

1.幼犬

如果狗狗出现肌肉无力、四肢力量

差、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异食癖、逐

渐消瘦、生长缓慢等症状，就要考虑它

是否缺钙了。幼犬如果钙质长期补充不

足，可能会出现肋骨外翻、前肢腕关节

肘关节变形，小型犬容易出现“O”形

腿。中大型犬尤其注意适量补钙了，狗

狗的体型越大，生长速度越快，对钙质

的需求量也越大，一般幼犬粮中所含的

钙质很难满足它们生长的需要。如果您

给狗狗饲喂的是自制的食物，那就更应

注意给它们及时补钙。

2.成年犬

成年狗狗缺钙则一般表现为烦躁、

潮热、易骨折、懒跑动等，症状和人类

有些相似。

3.特殊时期

种公狗和怀孕哺乳期的母犬就需要

补充大量的钙质，因为精液、狗狗胚胎

及乳汁都会导致钙从体内大量流失。产

后哺乳期的母犬也需要补钙，产后狗狗

的血钙浓度过低会引起急性产后缺钙，

其症状为四肢抽搐，全身僵直，体温可

升到40℃以上，甚至造成昏迷和死亡。

4.老年犬

当你的狗狗逐渐步入晚年的时候，

身体中的钙质流失量就会增加。这时应

该饲喂老年犬粮，并人为地为它们补充

钙质，同时保持一定的运动量，不然就

会造成骨质疏松，增高骨刺和骨折的发

病率。

狗狗缺钙的原因

狗狗缺钙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

底就是狗狗身体能够吸收到的钙质远远

小于其本身身体发育的需求量。

1、摄入量少：最普遍的情况就是

狗狗日常饮食中所含钙质太少，无法满足

狗狗的成长需求而造成缺钙，比如狗粮质

量达不到标准、长期食用自制粮的狗狗；

2、钙质吸收差：狗狗食物中钙含

量已经足够，但由于狗狗吸收功能差，

如肠炎、食欲不好等，会导致狗狗因为

吸收不好而造成缺钙；

3、钙质转化差：狗狗已经把食物

中的钙吸收，但由于狗狗体内钙的转化

不好，导致钙排出而缺钙。如狗狗长期

喂食动物的肝脏，导致维生素A过剩，

影响维生素D的吸收，会从而影响钙的

吸收。

狗狗如何正确补钙？

生活中狗狗可以获得钙营养来源的地

方有很多。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1、选择好的正确的狗粮，狗粮都

是经过专家进行营养研究以后配置出来

的，其中的营养成分涵盖了所有狗生长

所需的营养。

2、补钙营养保健品。助手君强烈

为您推荐一款专为宠物量身定制的高钙

配方——谷登高钙片！

【谷登高钙片】含有丰富的钙元素

，同时添加VD3、锰、锌、铜，帮助钙

的吸收，减少钙的流失，此外还特别添

加了犬猫喜爱口味的羊奶粉，绝佳的风

味为犬猫钙营养补充剂的升级产品。

3、平时多带狗狗出去运动和晒晒

太阳。补充钙质要和晒太阳（紫外线）

和适量的运动相结合，这样才会吸收利

用的更好。

狗狗不会说话，它不能自己表达一

些因为缺钙而带来的身体不适，这就需

要主人及时发现并科学地给狗狗补钙。

缺钙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切莫等到狗狗

有严重的趴蹄、O型腿、佝偻病等关节

问题时再追悔。

有了这些症状要注意
您家宝贝可能缺钙啦！

有一种特别的植物，这种植物就叫

做桃金娘，为什么它如此让人喜爱呢？

因为它的花蕊实在是太漂亮了，每次开

花都宛如漫天的星空点点散落人间。

这些花蕊的颜色特别鲜亮，跟整个

玫红花瓣的颜色对比特别明显，一粒一

粒的小小黄点，就仿佛是天上的星辰一

般，当风吹动的时候，这些花微微摆动

，里面的花蕊也跟着轻轻颤动，着实是

一番美景。

而且在秋天的时候，它还能够结出

累累的硕果，这些小果实看起来圆乎乎

的，而且颜色呈紫色，剥皮之后的味道

也是异常的甜美。

因此有很多人都特意在自家闲置的

山坡上种上几棵，这样等它成熟的时候

就能去采了，平时不用打药，这样采集

的果实就是非常具有营养和天然健康的

水果，在市面上大受欢迎。

除此之外还可以把它烘干之后制作

成干果，价格也是比较贵的，也有很多

人去买。那么如果大家对它的养护非常

感兴趣的话，接下来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吧。

一般来讲在国内的野生桃金娘的分

布都是在中国的南部地区，因为它对环

境还是比较挑剔的，如果我们是在北方

想养护的话，那么就不能直接种在室外

了。

尽量把它装在花盆里面放在室内进

行养护，这样移动比较方便，能够随时

将它放在环境最为适合的环境中，因此

也能够正常生长。那么日常中它需要什

么样的生活生长环境呢？

一、水分

关于它的生长，大家从它喜欢生长

在南方就可以得知它是一种非常喜湿润

的植物，如果我们养护时太过于干燥的

话，那么是非常不利于它的生长的。

因此大家在日常养护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水分的施加，首先的一点就是干透

浇透，这一点对于它根系的安全健康来

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浇水的

时候一定要及时。

再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喷洒

一些水雾，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喷洒

的话，那么在旁边放上一个鱼缸或者是

一盆水，如果能放一个加湿器也是可以

的。

当然大家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环境的通风，否则如果整个空

间过于密闭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它的叶

片脱落，以及虫害和病菌的侵蚀。

二、温度和光照

除了湿度就是温度了。它喜欢高湿

环境，也喜欢高温的环境，因此现在的

时间段也正是它的养护好时机，正值开

花的时刻。

如果你所在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大

，那么在晚上尽量给它扣上一个塑料袋

进行保温，而且冬天如果低于10摄氏度

的话，那么它的生长会遭到巨大破坏，

因此这一方面大家还是需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阳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要点，在南方很多地区虽然说很热，

但实际上光照却不是那么强烈，因此它

能够正常生长。

那么大家平时有养护过桃金娘吗？

你对于它的养护还有哪一些心得，也可

以在评论区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

四月就爱赏桃金娘
花蕊如同漫天星空，烂漫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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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has warned of 
an increas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s the coronavirus crisis con-
tinues to grow, according to a new FBI 
analysis obtained by ABC News.
“The FBI assesses hate crime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likely will 
surg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 
endangering Asian American commu-
nities,”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ce 
report, which was compiled by the 
FBI’s Houston office and distributed 
to loc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FBI makes this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 portion of the US public will associate 
COVID-19 with China and Asian Amer-
ican populations.”
The contagion that has left much of the 
nation in near-lockdown and caused 
thousands of deaths globally began late 
last year in the region of Wuhan in east-
ern China. Since then,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and media com-
mentators, have adopted the practice of 
calling the ailment the “China virus” or 
some other variant that makes reference 
to China or Wuhan, rather than “corona-

virus” or “COVID-19,” the terms used 
by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and in the FBI 
analysis. The rhetoric, critics say, has 
fueled ill will and has led some people 
to act out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rump has defended his language, 
explaining that it’s simply a way of 
reminding people from where the virus 
emanated. He has also denied the term 
is racist or that the term maligns people 
of Asian heritage.
“It did come from China,” Trump said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Tuesday. “It is a 
very accurate term.”
Two days later the president said, “We 
have to protect our Asian Americans,” 
echoing a tweet from earlier in the week 
in which he said the coronavirus was 
“NOT their fault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Thurs-
day the president could not point to any 

specific measures he was taking to protec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he analysis noted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 surge in reports of 
hate crimes and lists a series of incidents from Los Angeles to 
New York to Texas.
Medical workers protests outside Elmhurst Hospital Center, in 
the Queens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on March 26, 2020. 

Medical workers outside Elmhurst Hospital Center, in the 
Queens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on March 26, 2020. The 
hospital reported 13 COVID-19 patients died in a 24-hour 
span.Angela Weiss/AFP via Getty Images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Asian population in the U.S. grew by 
72% between 2000 and 2015, making it the fastest-growing eth-
nic group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Gregg Orton,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told ABC News the intelligence document 
“is an indication of how serious the problem is. We need to 
stop dismissing this. It’s easy to dismiss racism when it doesn’t 
impact you.”

Orton said he and his colleagues expect a continue uptick in 
incidents and he stressed how the matter is not minor. “This is 
people’s safety and it’s affecting their lives,” he said.
“Maybe it is China’s fault 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ault,” 
Orton said of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roughout and then out of 

China. “There will be a time and place for that conversa-
tion. But right now we’re in the thick of this and we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language we’re using.” (Courtesy 
abcnews.go.com)
Related

Trump Uses Term For COVID-19 That Advocacy 
Groups Say Is Connected To Anti-Asian Bi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tempted to focus blame for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onto China this week by 
using a name for the virus that advocacy groups sa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dozens of bias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he president in a tweet on Monday started calling 
COVID-19 the “China Virus,” repeating the term on Twit-
ter and to reporters over the next two days.
He said he started using the phrase to counter Chinese mis-
information that the U.S. military initially spread the virus, 
a conspiracy theory not borne out by evidence.
“China was putting out information, which was false, that 
our military gave this to them, that was false,” Trump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uesday. “And rather than having 
an argument, I said I have to call it where it came from. It 
did come from China. It is a very accurate ter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ough, said in 2015 that 
geographic loc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when nam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order to avoid “stigmatizing certain 
communities or economic sectors.” Disease names can 
“provoke a backlash against members of particular reli-
gious or ethnic communities,” a WHO official noted at the 
time, and the organization noted amid the current pandemic 
that certain names “can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creating unnecessary fear for some populations.”
Asian American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term 
“Chinese virus” -- and others like it -- has been associ-
ated with some of the reported incidents of discrimina-
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nationwide connected to 
COVID-19.   
There have been physical assaults reported in New York, 
vandalism in California, and many more incidents of 
name-calling and similar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ivil rights coalition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which created a website where Asian Americans could re-
port bias incidents related to COVID-19. (Courtesy https://
abcnews.go.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Rhetoric At High Levels Has Fueled Ill Will Nationally

FBI Warns Of Possible Surg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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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飓风冲击的加勒比地区最不想遇

到的就是对经济基础的再一次外部冲击

。不幸的是，新冠肺炎就是这样一场外

部冲击。对于多米尼克这样的国家来说

，在两次大自然重创之后最近5年才恢

复过来之时，疫情似乎要让复苏功亏一

篑。

但是，尽管挑战很多，疫情之中也

孕育着机遇。投资入籍国家应当抓住这

次机遇，以便在汹涌的波涛中航行，不

管前路如何，也要为未来的危机准备好

一层保护。

真正的数字化

第一个机会来自于全球都处于隔离

时，政府运作受到的限制。很多加勒比

地区的政府多年以来一直鼓吹要建立电

子政府，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进展。在

多米尼克。在飓风玛利亚肆虐期间以及

消失之后，移民局一直没落下审理申请

案，这一壮举使得危难之时政府收入毫

发无伤。移民局获得了代理人和世界各

国客户的赞赏，甚至博得该地区同行的

艳羡和模仿。

但是，即便是那个系统也不是从头

到尾都是数字化的。今年，东加勒比中

央银行（ECCB）开始了试点一种数字

货币，我们认为这种数字货币的应用程

序接口（API）可以自由地运用到其它

投资入籍计划平台，这样其它项目就可

以将这个应用程序接口整合到自己的解

决方案中。

尽管它不会完全消除人类互动的需

要（尤其是在反洗钱和懂你的客户领域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但

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深度数字整合，包括数字签名（有

验证）以及允许移民局员工进行安全的

远程访问以便避开集中式审理，将不仅

有助于应对未来的健康恐慌，也有助于

全面的灾难管理。它也为社会各界大范

围的数字平台引进提供了模板。

申请量可以更低，但是价值必须更高

尽管说未来会发生什么还太早了，

但是某些趋势还是有迹可循。举个例子

，格林纳达提高了营销佣金，并不是降

价。创造更加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产品，

激励主要的项目合作伙伴将成为项目增

长的标准。

然而，这不是像试图增加申请量那

么简单。改变全球流动性的标准，脆弱

的欧洲，更加自私的美国将会推动各个

投资入籍计划的含金量较量。它们越来

越需要大投资者，投资者不仅仅是拿到

公民身份，还要和各个政府进行合作，

打造经济，加入到地方优先建设事项。

全球所有的项目，不仅仅是加勒比

地区的，它们在投资入籍计划的设计中

都是严重偏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出

于务实和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情况必

须改变。是的，全球旅游市场将会反弹

；是的，现有的以及准备推出的投资入

籍基础设施建设依旧重要。那些预言短

期内前景黯淡的人需要看看911后世界

旅行和旅游行业是如何恢复正常的。

然而，小岛屿国家已经意识到它们

的卫生系统和粮食安全是多么脆弱，总

的来说，供应链依赖容易受到急剧和迅

速中断的影响是多么的危险。随着小岛

国意识到有必要强化自己的弱项，提高

自己的可持续性，一些创新性的办法，

比如资金援助和私营行业融资债权，或

者直接赞助农业生产项目，都将发挥更

大的作用。

花钱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的；但是有余

粮也很重要

几年前，我在一场会议上碰到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Judith Gold。她对投

资入籍计划的看法是，尽管看到了圣基

茨和多米克取得的成绩，但是利用项目

收入创建遗产（主权）财富基金才具有

真正的价值。在加勒比地区，只有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从一个行业（石油天然气

）获得了长期收入

但是，现实则是大多数投资入籍计

划都把钱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项目

，还有在气候灾难爆发后用于维持经济

。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得不用投资入

籍计划的收入来维持经常性支出。由于

原油价格跌得很猛，很多产油国难以满

足常规预算要求，特立尼达后面几年可

以利用遗产（主权）财富基金来平衡经

济。这就说明了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尽管上面每一条改进建议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决策者的想法和行动必须要因

地制宜，要有灵活性，这样才能确保我们

总是领先一步。各国政府必须准备对任何

类型的危机作出迅速反应，以保护其经济

，更重要的是，保护其人民。投资入籍计

划的收入，连同它们合理的运用，都是这

方面极为重要的调控工具。

新冠疫情是小国投资入籍的一个契机

等到疫情结束，万事万物有点恢复

常态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这场全

球疫病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就像那些摧

毁各国经济的世界大战一样，这场疫情

造成的损失可谓惨重，夺走了很多人的

生命，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商业损失。

我们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但是我们

还没有脱离险境。现实则是，在疫苗研

制出来之前，我们无法高枕无忧，科学

家说疫苗出来，短则6个月，长则一年

多。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这场

灾难导致的经济影响很可能比2008年的

金融危机还要大得多。

陷入双重困境的小岛国

对于那些严重依赖于旅游和经济公

民计划的小型发展中岛国来说，疫情不

啻于一次双重打击。从游轮停航，酒店

房间取消，再到入籍申请量下跌，这场

影响还会持续一阵子。那些运作永居项

目的大国也不能幸免。这场疫情严重影

响了它们的审理时间，在安全卫生筛选

流程中也导致了一些变化。

归功于财富增长，中国成为了世界

上最大的投资移民申请来源地。截止本

文落笔，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人民又站

起来了，世界上的这个制造业巨头也要

开张营业了。这一切的背后，是他们在

为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病毒做准备，而他

们的高净值家庭正忙于挽回疫情期间的

收入损失。

有鉴于此，拿到投资入籍身份或者

居留身份在目前或者未来数月，可能不

是优先事项。中国市场的需求极有可能

非常短暂。21世纪是一个全球旅行的时

代，旅游业对很多国家来说极为重要。

免签旅行成了入籍项目的旗帜，这些项

目以免签旅行作为卖点，吸引更多申请

。优越的流动性以前对投资者来说是决

定性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中国护

照免签能力较为薄弱。鉴于全球的流动

自由都被严重限制了，免签旅行，目前

来看，不是资产。很多情况下，还很可

能是负债。

小国家的投资入籍计划在价格上可能会

更灵活

尽管我们可能找不到数据，我们还

是会想：在世界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的高

峰时段，有多少持第二护照的经济公民

遭遇了严重困难？目前而言，很多人可

不想被遣返到那些小岛国上。

更为麻烦的是，我们可能会看到那

些通常强加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旅行限

制变成永久性的政策。

对那些持有欧洲，美洲，英联邦，

以及其它发达国家居留许可的人来说，

那里的情况不一定更好。尽管它们有着

更为先进的医疗体系，但是这些医疗体

系目前已经不堪重负了。城中心巨大的

人口无助于目前的抗疫形式，反而造成

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我们愈发觉得经济形势不会很妙，

但是一线希望还是有的。运作投资入籍

项目的小岛国会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降低

费用来保护经济不受旅游业持续萧条的

伤害。这种权宜之计可能还不够。

食品安全将成为一个卖点

如果说全球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的

话，那就是本地食品持续供应的价值。

来自陆地和海洋的有机产品资源不仅可

以极大地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而且还

可以作为一种弹性的出口货物。此外，

与其各个国家自己加强出口生产，还不

如地域联合起来生产，这样在国际需求

端更具议价能力。加勒比地区的面包树

和南太平洋的海豚鱼就应当考虑区域联

合性生产或者联合性捕捞。

欧盟一直在推“欧盟制造”这个品

牌，那么，凭什么就不能“加勒比制造

”或者“源于南太平洋”？加勒比共同

市场可以考虑把这事纳入他们的项目议

程。

就其本身而言，太平洋岛屿论坛成

员签署的《太平洋岛屿国家贸易协定》

也可以制订一些有关的内容。以房地产

为卖点的入籍计划和居留计划走在了正

确的道路上，而旅游地产不能再作为主

打因素。我们应当引导更多的投资进入

农业和渔业，小规模制造业，以及卫生

行业，这些都是后疫情世界的支柱产业

。

医疗保健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福

利------也可以作为一种投资选项

获得第二公民身份和第二居留身份

的福利之一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其

强调旅行自由是入籍的卖点，这些提供

快速通道的国家还不如效仿大的经济体

。高净值申请人想在新国家安全生活的

一大动机可能是新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

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一个不是基于五

星级酒店而是基于现代化医院的投资项

目可能造福整个国家，甚至赚到医疗旅

游收入。

获得第二公民身份或者居留身份意

味着你可以为你以及家人选择更好的生

活。这意味着更高的安全度，更好的医

疗，教育，旅行自由度，以及经济机会

。过去5年，我们看到入籍项目和居留

项目纷纷问世。有多少个符合上面全部

的条件？

财富缩水，申请人会更加谨慎，

然后去找最佳选项。这不是价格战，

但肯定是一场各显神通的战争。我们

预计这些项目的咨询量会增加。大型

的国家，比如遭受疫情重创的西班牙

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放宽居留条件。

但是，小型的国家，比如所罗门群

岛 ------ 还 没 有 推 出 自 己 的 入 籍 项

目------很可能认为疫情是削弱竞争对

手的一大机会。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一两年后

市场会作何反应，但申请人的心态是保

持不变的。符合所有上述条件的项目才

受益最大。如果这些项目能够熬得过这

次疫情的经济影响，它们必须尽快调整

项目重点。

疫情将如何影响投资移民的喜好
各个项目又将如何回应？

2011年到 2018 年间，全球范围内

正式的投资入籍计划数量从 2个增加

到了12个。同期，这些投资入籍计划

的年度投资额从大概4,300万美元增加

到了大概30亿美元，向世界各地的小

国展示了国家主权可以为它们带来的

潜在资产。

每一年都有很多政府在问自己

“我们怎么不能运作一个投资入籍计

划？我们不应该利用国家这个品牌为

低迷的经济吸引发展需要的资金吗？

而且这些资金还没有附加条件。

一些国家的政府拿起了电话，打给

了投资移民行业的政府咨询业务部门。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投资移民行业的政

府咨询业务部门打电话给一些国家的政

府。但是，不管谁找谁，每年开的会议

越来越多。

恒理合伙人CEO Jürg Steffen 去年

在接受《投资移民知情者》采访时表示

，他们随时都在和几十个国家谈合作。

低调点说，Arton Capital，Apex Capital

，CS Global，和Latitude四家公司在政

府咨询领域非常活跃，向全世界小国的

政府都非常热情殷勤。

所有这些活动的一个结果是，谣言

，流言和非正式的传言时不时飞进小编

的耳朵里。小编今年道听途说的信息构

成了下文的基础。

当然了，那些即将推出的投资入籍

计划，即便有全面的协议，也不管开

了多少次成功的会议，没签合同之

前都说不准。人们经常改变自己的

想法，通过选举可以让新政府上台

，负面新闻让政界人士有顾虑，下

不了决心。

不管怎么说，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下面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两个会在 2020

年正式推出或者宣布自己的投资入

籍计划。

阿尔巴尼亚

《卫报》曾经乱放炮，说阿尔巴尼

亚总统Edi Rama 11月在伦敦举行的恒

理合伙人年度会议上“推出了该国的投

资入籍计划”。这是误报，没有这回事

。但是，他确实表示该国政府在目睹了

黑山项目巨大的市场需求后有意开放自

己的投资入籍计划。

肯尼亚

这个东非国家明确表示计划推出自

己的投资入籍计划。是不是2020年推出

，大家自己猜吧。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是非洲最富有，最稳定国

家之一，也是孤悬于印度洋上的一个岛

国，去年6月该国宣布计划推出自己的

投资入籍计划。自那以后，《投资移民

知情者》没有收到相关的风声了，但是

此事肯定会有下文的。

希腊

7月份新上台，欢迎外资的新政府

针对该国黄金签证计划推出了一系列税

务刺激措施。相关报道显示，希腊当局

正在认真考虑推出投资入籍计划的可能

性，但是由于媒体负面炒作，目前相关

计划似乎被搁置了。但是，随着经济政

策开始起效，希腊政府可能会鼓起勇气

重新考虑投资入籍计划的未来。

尽管没人愿意公开爆料，但是业内

的政府咨询业务团队正在和一些国家保

持对话，至少有以下国家。

北马其顿

波黑

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密克罗尼西亚

帕劳

所罗门群岛

汤加

图瓦卢

上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有免签申根

的便利，经济规模小，所以推出一个投

资入籍计划会对政府预算产生重大而又

积极的影响。

2020年可能推出投资入籍计划的1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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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王大陸與父親擲三千萬買豪宅
與柯震東成鄰居

去年底新冠肺炎爆發後，王大陸的工作量減少，暫

時回臺放假，不過卻沒閑著。有爆料稱，停工期間

，王大陸與從事兩岸股東交易的富爸爸王臺慶，悄

悄合資買下臺北市東區壹棟大廈頂樓的樓中樓（8、

9樓），市價約1.3億元（約人民幣3000萬），成為

好哥兒們柯震東的鄰居；巧的是，該戶原屋主也是

大明星──“壹代妖姬”崔苔菁！

王大陸的爸媽四月八日晚間十點十分，現身住家

門口。兩老和管理員講了幾句話後，便出門散步，

壹路沿著仁愛路邊走邊聊，似乎沒有打算返家的意

思。半個小時後，兩老來到臺北市大安路附近的巷

弄，腳程比較快的王爸，先走進柯震東的住家社區

，王媽後腳跟進。兩老和管理員打過招呼後，走到

地下室，幾分鐘後又回到大廳，搭乘電梯直上八樓

。

過了十八分鐘，王爸先步走社區大門，走了幾步

後發現王媽沒跟上，立刻回頭關心。兩老隨後前往

社區對面的酒吧，找兒子的好友柯震東聊天。

兩老和柯震東在門口寒暄時，柯震東不時帶著笑

容，非常有禮。三人聊了幾分鐘互相道別，但才走

兩步，王媽又回頭叫住柯震東，接著柯震東迅速地

跑進酒吧拿了兩瓶可樂，交給王家兩老，三人再度

道別。將近深夜十二點，兩老才回到家休息。

據悉，王大陸的爸媽之所以進入柯震東的住家社

區，是因王爸與王大陸日前聯手買下其中壹棟大廈

頂樓的樓中樓（八樓、九樓，每層約六十六坪），

該戶前屋主還是“壹代妖姬”崔苔菁。根據目前當

地每坪飆破百萬的行情，預估王家父子共豪砸約新

臺幣1.3億元，如果加上車位，價格更不只如此。不

過，由於該社區久未有房屋釋出，沒有最新的實價

登錄成交行情。

沈默6天終於爆氣！
羅誌祥槓上酸民：
「不要攻擊我媽媽」
男星羅誌祥和中國網紅女友周揚青分手鬧得沸沸揚揚，壹封「給羅

誌祥的信」引發兩岸三地震驚，甚至直爽的周揚青甚至直接點名愷樂

「去檢查身體」，羅誌祥和愷樂都雙雙發文道歉，不過，這場「世紀分

手」也讓羅誌祥的母親捲入糾紛，29日為羅誌祥隔離期滿，即將出關的

日子，他沈默6天後再次發文，開頭就霸氣護媽媽，表示「不好意思我

還是想要澄清壹下，我媽媽身體很好很健康！」

羅誌祥因為武漢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關係，在深圳自主隔

離，29日也是他隔離14天期滿的日子，恰巧今日《鏡週刊》也爆料「豬

女郎」包含遍及不少網紅、空姐等消息。羅誌祥也在即將出關的時刻，

再度發文，內容並非對週刊報導作出澄清，而是寫下對媽媽的心疼：

「不好意思我還是想要澄清壹下我媽媽身體很好很健康沒有重病還有之

前我媽媽根本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訪問也沒發過任何言請不要再攻擊

我媽媽了謝謝大家」

留言曝光之後，網友也寫下「不要攻擊家人了」、「別攻擊家人！

謝謝大家了」等等，不過也有不滿的鄉民立刻回「不用謝只攻擊妳妳放

心吧」看得出怒火。隨著羅誌祥隔離結束，即將出關的他面臨手上《創

造營2020》、《這就是街舞3》、《極限挑戰6》等大型綜藝節目可能不

保，光是節目酬勞加上代言、活動等，粗估損失就高達9億，且還不包

括後續求償。尷尬的是，羅誌祥為復工隔離14天，若手上節目真的把他

換掉，出關後將面臨「無工可復」的窘境，若直接回臺還得再隔離14天

，因此他出關後是否能如原本計畫照常工作、會不會對針對感情風波做

出回應以及事業、感情的下壹步動態等，都成了外界關註焦點。

神秘金鐘座位！
爆董至成離婚不單純 她：聽說私生活母湯
羅誌祥因年女友周揚青

爆料，引發軒然大波，隨後

有網友挖出，2017年的金鐘

獎上，羅誌祥、愷樂、阿翔

、謝忻同壹區，意外超諷刺

同框，對此，網紅廣告小妹

就在臉書曬出這張照片，接

著話鋒壹轉，開始談到坐在

壹隅的董至成，透露他的離

婚事件應該不單純，直說董

至成不要只挑對自己有利的

講。

廣告小妹表示，董至成

在2月傳出離婚後，對他的看

法壹直「反覆存疑」，開始

細數這陣子董至成的各種言

行，「他先強調與老婆感情

壹直都很好，被人問了才說

最近淡了老婆都愛理不理，

再被問又說前幾年就因為各

種小事起爭執、意見不合。

這兩年去我祖國發展，兩年

間只回了臺灣3次」，讓廣告

小妹直呼「人家徐乃麟回加

拿大看老婆孩子都比這頻繁

多了」。

同時她談到，董至成在

節目上生氣老婆外遇女同

誌，但下節目又說不排除

是爆料者報復性行為居心

叵測，她以「嗯...」回應，

並爆料「他（董至成）壹

概否認家暴、言語暴力、

酒後失態摔杯子、百貨公

司推倒老婆等傳聞，因與

我所知有出入，故我持保

留態度。另有壹種說法是

董至成在祖國自己私生活

母湯所以先下手為強，但

這事我方沒有任何資料，

還請知情小夥伴們補充」。

最後廣告小妹說，董至

成 離 婚 卡 關 在 「 錢 」 ，

「他說太太婚後沒有工作

過是近期才回到職場，她

名下的財產都是他的血汗

錢，要求分壹半，可是我

聽說女方娘家財力不薄，

家裡有給錢。董至成去了

祖國又是做生意又是違約

的，老婆有花錢幫他擦屁

股」，喊話董至成「能不

能不要只講對自己有利的

」，貼文壹出再度引發討

論，不少人也希望廣告小

妹可以曝光證據。

互看不爽！
被小20歲女星嫌過氣
言承旭酸 「看不起她」

43 歲的男星言承旭，2001 年以偶像劇《流星花

園》走紅，並以「道明寺」壹角紅遍亞洲。近年他多

在大陸拍戲，但產量不算多，前陣子終於有新作品即

將推出《我好喜歡妳》，與 23歲的大陸女星沈月搭檔

合作，對方是新版《流星花園》的女主角「杉菜」。

不料近日卻傳出，2人各自嫌棄對方。

根據鏡週刊報導，在這齣偶像劇《我好喜歡妳》

裡，高傲的時尚主編與倒楣設計師，因為某次意外接

吻，導致 2人「交換運氣」，看似浪漫的劇情，私底

下卻傳出男女主角互看不順眼。

原 來 這 齣 戲 在去年開拍時，就慘遭網友猛虧

「在談父女戀嗎？」原來男女主角言承旭和沈月，

2 人的年紀相差了 20 歲，就在進入宣傳期間，傳出

沈月多次以各種理由拒絕拍宣傳照，根本不想配合

宣傳。

進壹步消息指出，傳沈月嫌棄言承旭；另外還有1

種說法是，沈月認為言承旭過氣了，卻還和她演偶像

劇，收視反應欠佳壹定不會好，所以就不會花太多心

力在這部戲上。

不過也有消息指出，言承旭也同樣看不起沈月，

拍戲期間就常常嘲諷杉菜「新不如舊」，暗指沈月不

如大S。這話傳進沈月耳裡，當然心情會超級不爽。

只是言承旭被嫌老，已經不是第壹次；2017 年

原本傳出她要和趙麗穎合作電視劇《妳和我的傾城

時光》，卻引來像是「又老又過氣」、「倒貼趙麗

穎蹭熱度」等負評，最後言承旭也並未演出，經紀

人則否認接過這部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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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囝囝戴住藍色兔仔面具現身，相當趣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葉家寶4月
29日聯同韓馬利（Mary姐）、丁樂鍶及施熙瑜
等到牛頭角派口罩及抗疫物品予有需要的市民。
Mary姐透露下月初便會開工拍攝無綫新

劇，將會與惠英紅合作，劇中她飾演護士角色，
由於疫情關係未能到醫院實地取景拍攝，只能搭
廠景拍攝。問到其有份投資的跳舞學校生意可有
受疫情影響？Mary姐承認因“限聚令”而受到
影響：“跳舞學校停業近一個月，好多學生問我
幾時復課，我叫他們乖乖留在家，當然不希望
‘限聚令’再延長，但安全為上都沒有辦法，
（業主可有減租？）應該會，（停業損失了多
少？）現在都不敢計算，最重要的是學校重開大
家有工做，明天會更好。”

葉
家寶表示這
已是第十次派
發防疫用品，今
次更邀請到“香港
藝人之家”十位成員
幫手，他又透露將於5月
9日下午3時半，於網上舉行
《疫境同行真的愛你音樂
會》，參與演出歌手有關心妍、
巫啟賢及林沖等人外，並正聯絡黃貫
中，希望他能與朱茵或Beyond成員獻
唱《真的愛你》，除了歌手演出，屆時還
有高永文醫生分享抗疫知識。

香港文匯
報訊 5月12日是

“國際護士節”，據內地
媒體報道，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精心為全國抗疫醫護人員，專門打
造了一個名為“5·12國際醫護節”慰

問醫護人員《天使禮讚》特別節目，以致
敬及慰問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醫護英雄。
據了解，《天使禮讚》特別節目的總導演由

央視綜藝頻道的著名青年導演張晶擔綱執導。
李思思將和張蕾、任魯豫，以及尼格買提聯袂主持5

．12國際醫護節晚會。節目內容豐富，有抗疫歌曲演唱；
有讚美醫護人員的舞蹈；還有情景劇小品再現表演；還有醫

護人員在抗疫前線搶救感染者生命的真實新聞視頻，也有醫護人
員深夜守護病人的感人故事。目前，倪大紅等眾多藝術家已經開始

排練。
抗疫期間，為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4.2萬醫護人員馳援湖

北，不怕犧牲，甘於奉獻，湧現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跡。為了
讚美慰問醫護人員。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提前籌備，像打造央視春晚一
樣，將在2020年5月12日“國際護士

節”這一天，打造這台名為《天使
禮讚》的特別節目，以藝術方

式再現醫護人員抗疫工作瞬
間，用文藝作品向他們

表達無限的深情和崇
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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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薛家燕與
范振鋒主持的電台節目《開心大派對》進行
大革新，4月29日記者會上邀請到嘉賓主持
Patrick Sir（林溥來）及羅霖出席支持。
家燕姐透露《開心大派對》做了4年，

已儲了一班擁𧄌 ，而有見科技日漸進
步，現播出節目時也會拍攝整個過程
在各大網絡平台上作視頻直播，所
以自己都要着得鮮艷一點。問會否
多收些酬勞作服裝費？家燕姐表
示不會，純粹是支持電台去與
時並進。
談到母親節將至，家燕姐

表示會邀請幾位偉大母親來節
目分享，嘉賓羅霖就是其中一
位Keep得又靚又Fit，又有堅毅
精神的偉大母親，羅霖即謙稱是
向家燕姐學習，而且像家燕姐帶
點福氣的身形才會有好運和開
心，相士也叫她胖一點更好。而今
年母親節兩位媽媽都會在家中跟子
女吃飯慶祝，羅霖說：“今年不用
我和媽咪煮，由兩個仔煮，我其實
都擔心搞到個廚房不知變成怎樣，
所以有Plan B是叫外賣。”家燕姐則
說：“由年輕人來煮給我食，個心好
甜，女兒珊珊試過煮燕窩，但一大盒
幾萬港元的燕盞一次煮完，吃了整整兩
個月！”珊珊賺到錢沒所謂？家燕姐笑說：

“那盒燕窩是我的，不過好開心，她有個
心，兒媳婦也好，我生日都是她下廚！”

羅霖聽罷也笑言想兒子快拍拖結婚，自
己可少照顧一個，她表明不太緊張三位兒子
的感情事，因為不知要拍幾多次拖才結婚，
但她知 道兒子們跟她一樣好專一，會一個

完結了才再開展新感情，而兒子
都會帶女友給她過目。家燕姐
也認同說：“我都教兒子要做
個有責任的男人！”

另外，Patrick Sir是無
綫《東張西望》節目主持
人，拍檔之一的朱智賢
與人夫黎振燁密會，
Patick Sir對事件感到有
少許出奇，但也希望先
了解二人的回應。他希
望朱智賢和黎振燁二人
能渡過難關，所有事交
代清清楚楚最重要。

幾萬元燕盞女兒一次煮完
薛家燕食足兩個月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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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淇
新冠病毒肆虐，令學校停課多時，香

港救助兒童會及該會贊助人李徐子淇，4

月 29日宣佈#SaveWithStoriesHK活動正

式展開，希望可以協助兒童停課不停

學。貴為“千億兒媳婦”的徐子淇

為了幫助香港基層學童，除了籌款

協助他們渡過“疫境”，更親自

邀請到香港多位紅星及名人參與

今次#SaveWithStoriesHK活動，其

中香港救助兒童大使甄子丹與太

太汪詩詩率先響應。

獲
子
丹
夫
婦
率
先
響
應

這個
#Save-

WithStories 活動最先
由女演員珍妮花嘉娜（Jenni-

fer Garner）和美國救助兒童會合作
推出。自推出以來，#SaveWithStories不斷

擴展，以滿足全球各地兒童在疫情期間的需要，至今已
經先後在澳洲、印度、荷蘭、韓國和英國等國家推出。
徐子淇表示：“當我知道有這個活動時，就覺得我們應該在

香港做類似的事情。我將想法與朋友分享，他們都十分支持。作為
一名母親，當看到香港及全球各地很多兒童受到這場史無前例的健康

危機影響，我覺得很痛心。所以希望能夠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
人。我在此衷心感謝所有參與#SaveWithStoriesHK活動的人士，齊齊為慈善

出一分力！”

社交媒體上講兒童故事
徐子淇為了幫助香港基層學童，除了捐款及講故事外，更親自邀請到香港多

位紅星及名人參與今次#SaveWithStoriesHK活動，其中香港救助兒童大使甄
子丹與太太汪詩詩率先響應，在社交媒體上講兒童故事，讓留在家中抗疫的小

朋友可以得到歡樂兼學習，同時提高大眾對本地弱勢兒童的關注，並且籌款協
助他們渡過逆境。
來自基層家庭的兒童礙於社會及經濟情況，無法參與網上課堂，影響其接受

教育的機會。救助兒童會竭力為兒童帶來一個更光明的未來，所以今次活動所
籌得的款項，將會用於捐贈圖書及其他學習資源給香港的基層家庭。
香港救助兒童會總幹事司徒恩表示：“我非常高興，我們的贊助人李徐子淇

女士和所有參與者鼎力支持此活動。我希望#SaveWithStoriesHK能夠使香港
的兒童抖擻精神，並協助確保沒有任何兒童被忽略。”
至於參與#SaveWithStoriesHK活動的名人，包括：鄭秀文、黎姿、古巨

基、胡杏兒、方力申、容祖兒、陳茵媺等等。

發動助港基層學童渡“疫境”

■■新手爸爸
古巨基亦愛
講故事。

◀汪詩詩與老公
甄子丹一樣熱心
公益。

▲甄子丹本身是香港救助兒
童會大使。

■■徐子淇攜手香港
救助兒童會開展
#SaveWithSto-
riesHK活動。

■■ 央視女央視女
主播李思主播李思
思思。。

■■葉家寶、
韓馬利共同參
與派口罩活動。

■■羅霖與薛家羅霖與薛家
燕皆已榮升母燕皆已榮升母
親大人親大人。。

Patrick SirPatrick Sir

▲ 黎 姿 支 持
#SaveWithSto-
riesHK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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