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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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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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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首現亞洲大黃蜂美首現亞洲大黃蜂 可構成致命威脅可構成致命威脅
（綜合報導）據《紐約時報》5月4日報導，美國華盛頓州首

次發現“殺手大黃蜂”，這種大虎頭蜂主要分佈在亞洲地區，因此
也被稱為“亞洲大黃蜂”，一般情況下不與人類為敵，但每年在日
本會造成約50人死亡。

“這種大黃蜂會多次刺中你，並釋放大量毒液，毒液的毒性巨
大，在傷口周圍造成局部壞死，你會看到傷口周邊的肉在腐化。”
美國華盛頓農業部的昆蟲學家斯文·埃里克·斯皮奇格對路透社表示
，這不僅會對人類構成威脅，還可能傷害農業和養蜂業。

在新冠疫情之下，帶有威脅的新物種出現在美國，引人關注。
美國科研人員正在追“殺手大黃蜂”，阻止其擴散。目前還不清楚
它們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抵達北美州的。

據路透社報導，華盛頓農業部尚不能確定分佈在亞洲的大虎頭
蜂是如何抵達美國的。華盛頓州立大學昆蟲學系教授猜測，它們有
可能是通過華盛頓港口的集裝箱潛入。如果有人故意將這種生物帶
入美國，將觸犯美國聯邦法律。

美國史密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專家指出，人們不必對大虎
頭蜂的出現感到恐慌，只有被其連續刺中才可能危及生命。而更令
人擔憂的實際上是美國養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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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於美國匹茲堡大學的華裔教授劉斌(
譯音Liu Bing )上週末在其寓所被其友人Hao

Gu 槍殺，警方對謀殺案之動機正在調查中，
這位現年三十七歲的華裔教授目前正做有關
新冠病毒之研究，並已取得非常卓越之成就
，他也是匹茲堡大學巴哈試驗室之主持人。
消息傳來，科技界及友人感到無比之悲痛，
我們更對這位英年早逝的年青科學家感到極
度之惋惜。

近數十年來，來自海峽兩岸的華人年輕
學子不斷來到美國，據統計，目前在美國留
學的華人学生為數超過了四十萬，其中泰半
是來自頂尖大學之學生，他們不但品學兼優
，而且也是在財政上支持各大學之主力，他
們學成之後，多半留在美國貢獻所長，也成
了美國人，他們的優越貢獻讓大家有目共睹
，這也更印證前總統里根所言：“我們是移
民國家，移民是我們建立美國最主要之力量
。”

劉教授被其友人加害，原因尚未明朗，
同為華裔同胞，豈有何深仇大恨下此毒手，
奪走一位傑出科學家之性命，令人不解。
值此新冠疫情仍然無法抑止之時，全世界生
物科技界正在做分秒必爭之努力，我們不幸
少了一位研究病毒的優秀科學家，真令人遺
憾，當我們在為劉教授之去世哀傷之餘，也
寄望大家能在此艱難時刻，守望相助，相互
關懷，來共度難關。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66//20202020

Bing Liu, a 37-year old research professor at
Pittsburg University was found dead in his
home on May 2. He had been shot in the
head and the neck. Police said one hour later
after Liu’s body was discovered, a second
person, Hao Gu, 46, was found dead inside a
car less than one mile away. Police believe
Gu killed Liu before returning to his car where
he died of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Pittsburg University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Liu Bing was on the verge of
making a very significant
finding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cellular mechanism that
underlie the Sars Cov 2
infection and the cellular basis
of following complications.

We are so sad to learn about
this very sad news and our
condolences go out to his
family.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many
Chinese students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and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y got their Master’s
or PhD degrees, most of them

stayed here and became U.S. citizen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As
the late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said, “We
are a nation of immigrants.”

While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nation, we have lost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medical scientist. We still don’t
know what is the motive of this killing, but we
all feel so sad about this tragedy. This
murder case also tells us that hate can’t be
the solution.

Loss Of TalentedLoss Of Talented
Chinese-American ProfessorChinese-American Professor

痛失英才痛失英才 華裔教授遇害華裔教授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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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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為全球最友善城市的加拿大西岸大城溫哥華（Vancouver）已不再友善？上
月一名亞裔女子走在溫哥華街頭，竟無端遭一名男子一拳打倒在地，警方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當地仇視亞洲人而起的暴力事件有增加趨勢。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溫哥華警察局昨（5）日公布一段4月12日當地街頭監視器畫面，
畫面中一名身材嬌小的女子與另一名高挑男子相向而行，突然男子轉彎，一拳就朝女子腦袋揮下
去，女子當場被打趴在地。監視器後續還拍到男子開心比出手勢揮舞，似乎在炫耀目標達成。

溫哥華警察局警佐羅德（Aaron Roed）周二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男子動機，不過看起來女
子是無端受到攻擊，他痛批襲擊男子的行為 「噁心」 。

值得注意的是，溫哥華去年曾被旅遊網站 「Big 7」 評選為全球最友善城市第1名，不過當
地警方表示，礙於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溫哥華仇視亞洲人的暴力犯罪行動有增加趨勢，今年以來
就至少出現20起，其中16起集中在3、4月，相較之下，去年全年只有12起。

全球最友善城市？溫哥華亞裔女遭一拳打趴在地

「國際抗菌劑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剛發表的文章指
出，巴黎的醫院在去年12月底就收治過一名新
冠肺炎的患者，這比原本認知的感染時間早了
一個月。消息一出，大陸網友們有一種 「鬆了
口氣」 的感覺，表示 「總不會又是從武漢蹦到
巴黎吧!」

原本法國認定的新冠病毒最早病例，是1
月24日在巴黎與波爾多所收治的頭3名病患。
但是巴黎附近的尚-維德納紀念醫院(Jean
Verdier Hospital )早在去年12月27日，就遇過
相似的病例，是一名43的阿爾及利亞裔男子，
他在經過抗生素持續治療後已出院。

急診室主任伊夫·科恩醫生（Yves Cohen
）事後對這名患者留下的檢體進行核酸檢測，
確定他當時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而且進一步追
查發現，他與兩位孩子都曾染病，唯獨妻子沒
有症狀，可能是 「無症狀感染者」 。

這項新聞在各個媒體都有所轉載，也引發
各國衛生單位的重視，WHO呼籲各國也應該

向前追溯，說不定能找到更多新冠病毒的早期
病例。

對於不少大陸網友來說，這至少打破了
「新冠病毒是由武漢實驗室洩漏」 的說法，因
為該名患者沒有中國大陸的旅遊史，病毒也絕
不可能在11月底，從武漢一下子蹦到巴黎。

然而，該篇文章也提到，患者的妻子工作
的地方，會接觸到從戴高樂機場入境的各國旅
客， 「其中有些旅客可能從中國大陸而來」 ，
也提到 「戴高樂機場與武漢機場有航班」 ，這
幾段話又引起了各種口水戰，很多網友覺得，
這種指射太過份了，戴高樂機場的旅客何其多
？怎知新冠病毒必定來自中國大陸？

顯然爭執無法因為這起新發現而平息，但
是有幾件事可以肯定：第一，新冠病毒捉摸不
定，症狀難以與其他呼吸道疾病分辨；第二，
新冠病毒可能早就出現，只是它異變成快速擴
散的特性。第三，目前我們對它的所知仍然太
少。

新冠病毒12月就在法國 大陸網友：不會從武漢蹦巴黎

（綜合報導）菲律賓龍頭
電視台ABS-CBN由於營業執
到期換照未過，昨（5）日已遭
斷訊。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導 ， 菲 律 賓 最 大 電 視 台
ABS-CBN昨日晚間正式斷訊
，該電視台的營業執照已於4
日到期，當局原先允許電視台
在等待換照期間繼續營運，不
過臨時通知周二終止營運，
ABS-CBN因此提前斷訊。

在斷訊前夕，ABS-CBN
董事長羅培茲（Mark Lopez）
在鏡頭前告訴觀眾， 「斷訊讓
我們相當心痛，對數百萬認為
我們提供的服務相當重要的國
人同胞而言，也相當痛心。」

菲 律 賓 民 眾 相 信 ，
ABS-CBN遭斷訊和菲律賓總
統杜特蒂不無關係。杜特蒂長
期以來和ABS-CBN關係不睦
， 2016 年 總 統 大 選 期 間 ，
ABS-CBN因拒絕播映杜特蒂

的競選廣告惹怒對方，杜特蒂
後續也指控ABS-CBN未退還
廣告付款，此後ABS-CBN的
換照申請案就持續在國會中被
擱置。

2017年，杜特蒂甚至還曾
形容該電視台的記者為 「妓女
的兒子」 ，警告對方不要再質
疑掃毒行動。

ABS-CBN 昨日在鏡頭前
呼籲國會盡快重新審核他們的
執照。

惹毛杜特蒂 菲最大電視台被封殺了

（綜合報導）住在印度的1名患急性白血病的南韓女孩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無法返韓治療，在日本駐印大使館向各國使
館的求助下，日本大使館緊急伸援手，安排日本航空的特別機讓
女孩於5日順利抵達南韓，南韓媒體稱頌為 「兒童節的奇蹟」 、
「飛越7200公里的日韓合作」 。

「中央日報」 等南韓媒體報導，新德里附近的醫院有位5歲
的南韓女孩5月2日左右因患急性白血病住院治療，由於病情突
然惡化急需返國治療，無奈印度政府為防堵疫情自3月底起封鎖
邊境，國際航線全面停止飛航，使女孩無法返韓。

南韓駐印大使館籲請各國外交官提供支援，日本駐印大使館

即時為女孩安排了預定4日起飛的日本航空的特別機座位，還特
例核發簽證給女孩及其2位家人，他們於5日順利抵達羽田機場
，再從成田機場轉機飛往南韓仁川機場，於5日晚間平安抵達南
韓。

日協助韓送病童返韓治療被譽 「兒童節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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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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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確診病例累計逾8.5萬例
衛生部長稱不會停止“社會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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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8

例，創單日新增數新高，累計確診85380例；新增死亡病例435例，累計

死亡5901例。巴西衛生部長泰奇當天表示，目前巴西死亡人數不斷上升

，不會停止“社會隔離”措施。

巴西衛生部稱，聖保羅州仍是巴西疫情的“重災區”，目前該州已

有確診病例28698例，死亡升至2375例。其次是裏約熱內盧州，確診和

死亡病例分別達到9453例和854例。

泰奇當天表示，目前巴西疫情日益加劇，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巴西

這個時候不會停止“社會隔離”措施。

聖保羅州“社會隔離”措施將於5月 10日到期，該州壹些疫情

較輕的城市將開始恢復商業活動。不過，聖保羅州首府聖保羅市

當天宣布，該市將於 5 月 11 日起繼續延續目前的“隔離令”。此

前，裏約熱內盧州首府裏約熱內盧市也已決定將“隔離令”再次

延長至5月底。

30 日，聖保羅民事法院法官再次要求總統博索納羅提交自己

的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報告。法官表示，有關部門當天提交的醫療

報告“不完全符合法院要求”，其中未提及總統的新冠病毒檢測

結果。法官判決有關部門應在 48 小時內提交總統的所有相關檢測

報告，如不按規定提交，將處以每天 5000 雷亞爾(約合 910 美元)

的罰款。

博索納羅曾於3月12日和17日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並在其個人社

交媒體上稱“檢測結果呈陰性”。

秘魯新冠累計確診逾3.6萬例
政府發布經濟復蘇計劃

秘魯衛生部報告稱，過去壹天，該

國新增3045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

36976 例，新增死亡 108 例，累計死亡

1051例。截至目前，警察學院有逾500

人感染。此外，秘魯政府發布經濟復蘇

計劃，預計9月份經濟將恢復90%。

秘魯警察學院510名學員感染新冠
病毒

4月30日，秘魯警察學院發布聲明

稱，新冠檢測試劑結果顯示，位於Pu-

ente Piedra的學院內共有510名學員感染

新冠病毒。

聲明還指出，所有感染的學生均未

表現出明顯不適癥狀，共有2707名學員

接受了新冠病毒試劑檢測。

目前，警察學院已經成立醫療小組

為感染學員提供醫療服務。與此同時，

內政部壹壹通知了感染學員的父母，稱

警察學院壹定會竭盡全力給他們提供最

好的治療。

秘魯政府發布經濟復蘇計劃
秘魯總統比斯卡拉宣布，從五月開

始秘魯政府將正式實

行經濟復蘇計劃。現

階段，經濟正以50%的

速度運轉，食品、雜貨

、銀行、藥房等場所正

常營業，但是僅僅依靠

50%的經濟總量是遠遠

不夠的。

因此，經濟和財

政部成立了壹個特別

委員會，在保證安全

的前提下，評估各產

業的復工可能性。該

委員會由經濟和財政

部、衛生部和生產部的代表和來自大型私

營企業的代表、媒體行業代表、大學教授

和地方政府代表組成。經濟復興計劃將分

為四個階段，預計9月份經濟將恢復90%。

秘魯政府將為三類人員發放特殊
津貼

比斯卡拉還宣布，政府將為國家警

察、武裝部隊、監獄的工作人員發放特

殊津貼。

他表示，自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和實行強制性的社會隔離措施以來

，國家警察、武裝部隊、國家監獄的工

作人員壹直堅守崗位，他們兢兢業業，

沒有壹絲抱怨，政府將為他們發放每人

次720索爾的特殊津貼，以表彰他們為

抗擊新冠疫情所付出的努力。

政策出臺後，國家警察、武裝部隊

、國家監獄的工作人員將享受和醫務工

作者同等待遇的津貼。

數據顯示阿富汗塔利班與美國講和後攻勢加大
阿富汗塔利班與美國2月

底簽署和平協議以來，發動襲

擊次數增加70%，試圖利用新

冠疫情加強對農村的控制。

塔利班給出相反說法，說

這壹時期發動襲擊同比減少大

約壹半。

【顯增加】
路透社引用兩組數據，壹

組來自西方軍界消息人士，壹

組由壹個獨立機構提供。兩組

數據顯示，3月1日至4月15日

，塔利班在阿富汗發動超過

4500次襲擊，相比去年同期增

加70%。

阿富汗政府數據顯示，超

過900名阿富汗士兵在此期間

喪生，相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約

380人。另壹方面，由於美國和

阿富汗政府軍減少攻擊，塔利

班這壹時期死亡人數從去年大

約1660人大幅減至610人。

美國與塔利班2月29日簽

署和平協議，約定塔利班減少

暴力活動，美軍從阿富汗分階

段撤離。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喬

納森•霍夫曼在首都華盛頓告

訴媒體記者，盡管塔利班遵守

約定、不襲擊美國領導的多國

聯軍或阿富汗主要城市，但這

壹反政府武裝暴力活動的程度

“高到難以容忍”，無助以外

交手段解決爭端。

【辨意圖】
以上述兩組數據和至少三

名阿富汗和西方國家高級官員

為消息源，路透社解讀，阿富

汗新冠疫情最嚴重的4個省份

，與最近數周受塔利班襲擊最

多的地區吻合。

壹名不願公開姓名的西方

國家高級安全官員說：“塔利

班武裝人員沒有襲擊大的政府

中心或城市，他們瞄準赫拉特

省、喀布爾省、坎大哈省和巴

爾赫省的村莊，那裏報告的新

冠病例最多。”

多名西方官員和國際時事

觀察人士分析塔利班的策略，

認定塔利班試圖逐步削弱政府

對農村地區的影響。

“他們正緩慢包圍所有阿

富汗主要城市，”美國海軍分

析中心專家喬納森•施羅登說

，“這只是時間問題，他們要

麼得到滿意的協議，要麼包圍

那些主要城市。”

【有出入】
就最近幾周發生的襲擊，

塔利班給出不同說法。塔利班

方面說，3月初至4月15日，塔

利班發動襲擊次數同比減少

54.7%，為537次，攻擊強度也

不如去年。

按塔利班的數據，阿富汗

政府軍和警方這壹時期死亡935

人，同比減少54.2%；受傷742

人，同比減少55.9%。

兩名塔利班發言人否認近

期大多數襲擊由塔利班發動，

聲稱政府遲遲不釋放大約5000

名在押塔利班人員的做法危及

和平協議。

烏茲別克斯坦發生水庫潰壩
近7萬人被疏散

綜合報導 據報道，1日6時左右，薩爾多巴水庫發生潰壩，大水淹

沒水庫周邊村莊農田。薩爾多巴水庫位於地處該國東部錫爾河州，依錫

爾河而建，於2017年竣工，最大蓄水量9.2億立方米。錫爾河是亞洲著

名內陸河，發源於天山山脈，流經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

斯坦等國家，最終註入鹹海。

烏緊急情況部2日聲明指出，適逢國內暴發新冠肺炎疫情，這給救

災工作帶來了壹定難度。目前相關情況已基本調查清楚，潰壩造成56人

受傷，現均已送醫救治，暫無生命危險。

水庫附近地區有近7萬人被疏散至安全地帶，“他們的住宿、食物

和藥品問題已得到妥善解決”。烏緊急情況部指出，當前工作的壹大難

點是，如何確保潰壩造成的人員流動不惡化當地的抗疫形勢，現已對其

中的1.73萬人進行了醫療檢測。

烏茲別克斯坦日報網消息稱，烏緊急情況部已投入約900名救援人

員和200臺設備參與抗險救災。目前，加固水庫堤壩和疏散周邊民眾的

工作仍在進行。

據烏總統新聞局消息，烏總統米爾濟約耶夫 1 日當天即乘直

升機趕至事發水庫指揮救援工作。他對民眾表示，局勢已得到控

制，沒有理由恐慌，“在災情完全解決之前，沒有壹個官員會擅

離職守”。

烏境內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就確診人數而言，烏為中亞地區疫

情第二嚴重國家。截至記者2日發稿，據烏衛生部數據，該國累計確診

2086例，治愈1212例，死亡9例。

綜合報導 維珍銀河(Virgin Ga-

lactic)公司稱，亞軌道飛行器“宇宙

飛船二號”(SpaceShipTwo)1日再次

進行了試飛，這是在新墨西哥州美

國太空港完成的首次試飛，未來計

劃在這裏進行商業發射。

該公司在其官網發布消息稱，

“這次試飛是‘宇宙飛船二號’

(VSS Unity)飛行器在新墨西哥州的

首次發射，對商業發射的籌備工作

具有重要意義。”

消息還稱，飛行器捆綁在“白

騎士二號”(WhiteKnight Two)飛機

上被送入15000米的高空，與飛機

分離後獨立完成了降落。

維珍銀河公司計劃近期內進行

商業載人航天發射。此前，據悉，

已有大約700人申請進行太空旅行

，且當中很多人已支付全額押金，

飛行價格為25萬美元。首次商業發

射的日期暫未確定，不過，此前有

消息稱可能於2020年啟動。

“宇宙飛船二號”再次試飛
離商業載人發射又近壹步離商業載人發射又近壹步？？



神州經濟

AA55神州民間
星期四       2020年5月7日       Thursday, May 7, 2020

2020年5月6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阿里巴巴率先打響開門紅——4日晚間的青春上
海淘寶直播專場和五五購物節“全球大直播”

吸引了千萬觀眾，共售出逾38萬件商品；而盒馬則
通過線上線下聯動亦吸引眾多粉絲。

盒馬客凌晨搶購
5日上午，即使門店還未到營業時間，上海長寧

區一家盒馬鮮生會員店門口已排起長龍，消費者可在
上海的50多家門店購買來自湖北的“加油蝦”和鮮
活小龍蝦，並享受5.5折優惠。
盒馬來福士店的店長王偉說：“買一送一的商

品基本是搶，黃油母雞幾乎人手一隻。不到半小時我
們海鮮缸裡的小龍蝦就被撈光了，因為這也是從來沒
有過的低價，對顧客吸引力相當大。”

同時，1日至今日，盒馬還有逾1,000款商品買
一送一。由於盒馬亦可選擇線上下單，不少用戶便選
擇在5日零時之後就線上下單搶起了小龍蝦。消費者
李女士說，她擔心自己早上起不來，特意等到凌晨先
下完單再睡覺。

據悉，5日零時至6時，盒馬上海區域的夜間訂
單量是平時的兩倍。

“叮咚”小龍蝦日銷增550%
在“五五購物節”的帶動下，今年五一，數百萬

上海市民在叮咚買菜的“雲菜場”上“逛街”。截至4

日，叮咚買菜的促銷補貼金額就已經超過2,000萬元，
拉動消費超過1.2億元。據叮咚買菜透露，上海地區五
一期間每日交易額都超過3,000萬元，比平時增長近
40%。
隨着天氣日漸炎熱，叮咚買菜相關負責人透露，

購物節期間最受歡迎的產品是夏季爆款小龍蝦，日均銷
量超3萬斤，同比增長近550%。不僅如此，小龍蝦銷
量暴增也帶動了啤酒、小龍蝦調料等周邊產品的消費。
此外，妃子笑荔枝、白糯玉米、冷鮮牛肉絲等食品甚至
以“0元嚐鮮”上架，最快兩分鐘內就會被搶單一空。

最高補貼逾15萬 凱迪拉克19萬到手
此次消費補貼幾乎包括衣食住行所有領域。除

了民眾最關心的食品，專門針對上海消費者的汽車補
貼，以及家裝優惠等均受到青睞。例如在拼多多上，
民眾可以5.5折的價格搶購凱迪拉克XT5豪華版、大
眾途觀等車。其中，由以凱迪拉克XT5 28T豪華型
補貼最甚，最高補貼超過15萬元，原價近35萬元的
汽車最終19萬出頭即可到手。在搶購活動開啟後，
首批30台汽車幾乎“秒殺”。

而在裝修方面，亦有商家開啟了專屬的優惠。
在齊家網活動頁面上，消費者可領取“滿10萬元減
4,999元，滿4萬元減1,000元”的裝修優惠券，並可
通過100%中獎的大獎盤抽取福利，享受各大建材品
牌的大額折扣、各大全屋定製品牌的滿減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市首次舉辦的“五五購物節”於4日

晚8時啟動。這個官方主導、將貫穿了第二季度的催谷消費活動目標是通過線上線下聯

動，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提振消費信心。從上海市商務委獲悉，由中國銀聯聯合

支付寶、財付通提供的實時數據顯示，自啟動“五五購物節”後的24小時，上海地區

“五五購物節”消費支付總額達156.8億元（人民幣，下同）。

““盒馬盒馬””夜間訂單翻倍夜間訂單翻倍““叮咚叮咚””銷售額增近四成銷售額增近四成 55..55折價格買車折價格買車

■■ 來自湖北的來自湖北的““加油蝦加油蝦””和鮮活小龍蝦和鮮活小龍蝦
55..55折優惠售出折優惠售出，，非常受歡迎非常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

區長直播“帶貨”
幫網友問折扣

“雲逛街”的熱潮並沒有散去，在
上海，直播帶貨成為了熱點之一。以徐
匯區為例，近日，徐匯區區長方世忠出
現在了直播鏡頭中，當擔了“主播”角
色，為觀眾推薦特色好物。網紅冰淇淋
“鍾薛高”，運動品牌Adidas的潮品，

都成為了體驗內容。方世忠說：“‘五五購物節’期
間，徐家匯商圈整個的消費總額提升了20%。”。他
更笑言，“大家都把錢包、支付寶準備好。”

在方世忠的直播中，他詳細詢問了店員商品折扣
信息，當有網友詢問折扣商品是否只會是舊款，工作
人員表示，是根據此次活動特意精選，亦有暢銷經典
款式。

對於各大商場的折扣，方世忠亦熟知於心。“我
已經給大家踩過點了，太平洋百貨的彩妝是八折，疫
情期間，口紅經濟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特點。”他亦笑
言自己亦購買了商品作為家人的禮物。“我們現在
‘帶貨’只帶一兩個不行，要帶動整個商圈成為大家
購物的天堂。”

據介紹，僅上海徐匯區，消費復甦率已達到
127%。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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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2舉措提振消費
舉辦“五五購物節”

發展“雲逛街”、“雲購物”，
推動“到家經濟”、“非接觸經濟”等

適時推出文旅振興計劃等，形成“樂遊上海”護照

鼓勵線上餐飲平台加大促銷力度，推行分餐制等

鼓勵消費者使用新能源車，並對充電費進行補貼

開展5G促銷等優惠

加快家裝信貸創新等

發佈“全球新品”標準，提升新品通關速度

探索24小時營業區試點，增加夜間臨時停車場等

加快步行街改造提升，舉辦國別商品周等

增設市內免稅店，擴大即買即退試點範圍等

提倡誠信消費，推廣“七日無理由退貨”等承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消費券作為短期政策工具拉動了各地消費消費券作為短期政策工具拉動了各地消費。。圖為上圖為上
海市民正兌換拼多多派發的消費券海市民正兌換拼多多派發的消費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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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阿里巴巴率先打響開門紅——4日晚間的青春上
海淘寶直播專場和五五購物節“全球大直播”

吸引了千萬觀眾，共售出逾38萬件商品；而盒馬則
通過線上線下聯動亦吸引眾多粉絲。

盒馬客凌晨搶購
5日上午，即使門店還未到營業時間，上海長寧

區一家盒馬鮮生會員店門口已排起長龍，消費者可在
上海的50多家門店購買來自湖北的“加油蝦”和鮮
活小龍蝦，並享受5.5折優惠。
盒馬來福士店的店長王偉說：“買一送一的商

品基本是搶，黃油母雞幾乎人手一隻。不到半小時我
們海鮮缸裡的小龍蝦就被撈光了，因為這也是從來沒
有過的低價，對顧客吸引力相當大。”

同時，1日至今日，盒馬還有逾1,000款商品買
一送一。由於盒馬亦可選擇線上下單，不少用戶便選
擇在5日零時之後就線上下單搶起了小龍蝦。消費者
李女士說，她擔心自己早上起不來，特意等到凌晨先
下完單再睡覺。

據悉，5日零時至6時，盒馬上海區域的夜間訂
單量是平時的兩倍。

“叮咚”小龍蝦日銷增550%
在“五五購物節”的帶動下，今年五一，數百萬

上海市民在叮咚買菜的“雲菜場”上“逛街”。截至4

日，叮咚買菜的促銷補貼金額就已經超過2,000萬元，
拉動消費超過1.2億元。據叮咚買菜透露，上海地區五
一期間每日交易額都超過3,000萬元，比平時增長近
40%。
隨着天氣日漸炎熱，叮咚買菜相關負責人透露，

購物節期間最受歡迎的產品是夏季爆款小龍蝦，日均銷
量超3萬斤，同比增長近550%。不僅如此，小龍蝦銷
量暴增也帶動了啤酒、小龍蝦調料等周邊產品的消費。
此外，妃子笑荔枝、白糯玉米、冷鮮牛肉絲等食品甚至
以“0元嚐鮮”上架，最快兩分鐘內就會被搶單一空。

最高補貼逾15萬 凱迪拉克19萬到手
此次消費補貼幾乎包括衣食住行所有領域。除

了民眾最關心的食品，專門針對上海消費者的汽車補
貼，以及家裝優惠等均受到青睞。例如在拼多多上，
民眾可以5.5折的價格搶購凱迪拉克XT5豪華版、大
眾途觀等車。其中，由以凱迪拉克XT5 28T豪華型
補貼最甚，最高補貼超過15萬元，原價近35萬元的
汽車最終19萬出頭即可到手。在搶購活動開啟後，
首批30台汽車幾乎“秒殺”。

而在裝修方面，亦有商家開啟了專屬的優惠。
在齊家網活動頁面上，消費者可領取“滿10萬元減
4,999元，滿4萬元減1,000元”的裝修優惠券，並可
通過100%中獎的大獎盤抽取福利，享受各大建材品
牌的大額折扣、各大全屋定製品牌的滿減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市首次舉辦的“五五購物節”於4日

晚8時啟動。這個官方主導、將貫穿了第二季度的催谷消費活動目標是通過線上線下聯

動，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提振消費信心。從上海市商務委獲悉，由中國銀聯聯合

支付寶、財付通提供的實時數據顯示，自啟動“五五購物節”後的24小時，上海地區

“五五購物節”消費支付總額達156.8億元（人民幣，下同）。

““盒馬盒馬””夜間訂單翻倍夜間訂單翻倍““叮咚叮咚””銷售額增近四成銷售額增近四成 55..55折價格買車折價格買車

■■ 來自湖北的來自湖北的““加油蝦加油蝦””和鮮活小龍蝦和鮮活小龍蝦
55..55折優惠售出折優惠售出，，非常受歡迎非常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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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直播“帶貨”
幫網友問折扣

“雲逛街”的熱潮並沒有散去，在
上海，直播帶貨成為了熱點之一。以徐
匯區為例，近日，徐匯區區長方世忠出
現在了直播鏡頭中，當擔了“主播”角
色，為觀眾推薦特色好物。網紅冰淇淋
“鍾薛高”，運動品牌Adidas的潮品，

都成為了體驗內容。方世忠說：“‘五五購物節’期
間，徐家匯商圈整個的消費總額提升了20%。”。他
更笑言，“大家都把錢包、支付寶準備好。”

在方世忠的直播中，他詳細詢問了店員商品折扣
信息，當有網友詢問折扣商品是否只會是舊款，工作
人員表示，是根據此次活動特意精選，亦有暢銷經典
款式。

對於各大商場的折扣，方世忠亦熟知於心。“我
已經給大家踩過點了，太平洋百貨的彩妝是八折，疫
情期間，口紅經濟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特點。”他亦笑
言自己亦購買了商品作為家人的禮物。“我們現在
‘帶貨’只帶一兩個不行，要帶動整個商圈成為大家
購物的天堂。”

據介紹，僅上海徐匯區，消費復甦率已達到
127%。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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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2舉措提振消費
舉辦“五五購物節”

發展“雲逛街”、“雲購物”，
推動“到家經濟”、“非接觸經濟”等

適時推出文旅振興計劃等，形成“樂遊上海”護照

鼓勵線上餐飲平台加大促銷力度，推行分餐制等

鼓勵消費者使用新能源車，並對充電費進行補貼

開展5G促銷等優惠

加快家裝信貸創新等

發佈“全球新品”標準，提升新品通關速度

探索24小時營業區試點，增加夜間臨時停車場等

加快步行街改造提升，舉辦國別商品周等

增設市內免稅店，擴大即買即退試點範圍等

提倡誠信消費，推廣“七日無理由退貨”等承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消費券作為短期政策工具拉動了各地消費消費券作為短期政策工具拉動了各地消費。。圖為上圖為上
海市民正兌換拼多多派發的消費券海市民正兌換拼多多派發的消費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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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五一假期休市期間，外圍市場

波動加劇，加上“五窮六絕”魔咒

壓頂，A股本月走勢不免令人擔

憂。不過，由於月內即將召開全國

兩會，市場普遍預計政策力度或超

往年，今年2、3月間缺席的“兩會

行情”、“春播行情”，極有可能

會延後至5月登場，如此一來“五

窮月”非但不會應驗，A股還有望

打破僵局，迎來反轉契機

“兩會行情”可期 A股望破僵局
滬深兩市假後重開 券商：警惕海外市場或現第二波拋售

回顧近年5月行情，自2000年以來，滬綜
指有10次下跌、10次上漲；深成指11

次下跌、9次上漲；創業板指推出以來則是4
次下跌、5次上漲。距今最近的2019年5月，
滬綜指下挫5.84%，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分別
跌7.77%、8.63%。可見走勢相對獨立的A
股，5月整體行情雖不至於慘烈，但也不是那
麼令人期待。且當前新冠疫情尚未散去，國
內外經濟下行壓力不減，自然會影響到投資
者做多情緒。
今年全國兩會定於5月21、22日召開，

會前通常是宏觀政策密集醞釀出台的時間窗
口。而今年5月行情與往年最大的不同點，
在於新冠疫情與全國兩會推遲。千波資產研
究中心就指，A股市場確實有“五窮六絕”
的魔咒，但今年可能不會應驗，原因在於
“兩會行情”、“春播行情”因突發事件影
響遲遲未來，市場的正常節奏已被推後。

多個利淡因素提前反映
濱利投資同樣提到，往年“五窮六絕”

的邏輯在於投資者擔心季報行情後市場消息
面迎來真空期，加上季報行情被提前炒作，
往往五六月份指數表現不佳，惟今年或有別

以往。事實上，疫情因素導致的多個利淡已
在市場上提前反映。
天風證券分析，伴隨對年報分紅率下

降、一季報超預期下滑的擔憂，日前市場走
得頗為猶豫，但國內外正在陸續復工，且海
外市場資本溢出，還為A股帶來了連續買
盤。接下來一段時間業績真空期較長，有部
分資金或將從高估值的醫藥等必需消費品板
塊流出，在復工提效、業績反轉、政策扶持
等概念中尋找新的增長點。
該機構亦強調，５月下旬的兩會是市場

關注的熱點，需留意新基建、網絡安全、新
能源等領域，料經濟兩大支柱產業房地產和
汽車或出現分化，前者可能出現嚴控貸款套
利，後者或有政策扶持。另外，光伏及新能
源汽車補貼政策，都有可能帶來反轉契機。

新能源汽車前景獲看好
安信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陳果判斷，一季

報非常態最差時期已過，未來行情料會逐漸升
溫，5月總體基調正面，“5月如果出現調
整，是買點，不是賣點。”具體至行業，陳果
預測，新能源汽車景氣持續性可能比較強，至
明年可能都是高景氣行業。

至於五一期間外盤市場波動，在恒大集
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看
來，主要原因在於歐美疫情蔓延升級，超出
市場預期，雖然歐美經濟受疫情干擾會通過
貿易、出口等進行傳導，但由於中國在抗擊
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料對A
股影響相對較小，且中央近期推出了以新基
建領銜，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等一攬子宏
觀對沖政策措施，更將支持經濟在二季度明
顯恢復，全球投資者對A股、對中國經濟的
信心也會進一步增強。

兩會政策力度料更積極
當然也有不少機構堅持小心謹慎。中銀

國際稱要警惕5月魔咒，迴避海外可能的第
二波拋售。因為根據歷次衰退市場運行規
律，海外市場階段性反彈後，或仍將面臨基
本面預期下修帶來的二次衝擊，受此影響A
股風險偏好難以有效提振，短期市場依然偏
弱，令波動增加。方正證券預計，5月投資者
可能依然會對指數趨勢迷茫，兩會已經確定
了召開時間，這一次的政策力度料會比過去
幾年的穩增長更積極，但能否在現在較高預
期的基礎上再超預期，還有很大不確定性。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上海）副總、首
席投資顧問石建軍直言，五一長假後，滬綜指
有望再向上試探2,900點一帶，不過由於今年
A股震盪市特徵非常明顯，即便5月反彈到
位，2020年接下來的走勢仍然具有相當大的不

確定性，其後大市也許還會在2,730至2,930點之間，震盪相
當長一段時間。

4 月創業板指勁飆逾 10%，年初以來更已累計大漲
15.09%。石建軍認為，創業板走勢的確要比A股主板舒服
得多，前者毫無疑問已經率先步入牛市通道。在他看來，
雖然創業板即將在新制度下擴容，這對整個創業板和科創
板而言，顯然會有資金面分流影響，但創業板新的交易規
則亦將適用於已經上市的存量股票，這對於現有存量科技
成長股應該是利好消息，它們的估值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升。

除了創業板，石建軍指出，目前中國市場對新三板的關
注度也越來越高，尤其是精選層的股票，除了漲跌幅為30%
外，其他交易機制與科創板、創業板的規則也越來越接近，市
場機會增加了不少。 ■記者章蘿蘭

創業板或率先步入牛市通道

部分機構推薦A股板塊
國海證券：
◆5月市場交易邏輯應該逐步從內需轉為外需，看好受益外
需預期回升的相關電子，新能源等板塊；基建和公共開支相
關產業鏈依舊呈現相對景氣，更看好新基建，包括通信設
備，電氣設備和特高壓板塊。

天風證券：
◆兩會是市場關注熱點，具體包括新基建，網絡安全，新能
源，北斗，軍工，糧食保障等領域。光伏及新能源汽車補貼
政策或引來光伏搶裝潮及新能源汽車的促銷帶量。

華創證券：
◆仍看好食品飲料、醫藥、農業、商貿零售；現階段更看好
券商、地產、軍工，及穩增長相關的水泥、機械、建築、家
電；科技股有望迎來加速表現。

廣證恒生：
◆A股料維持震盪偏強走勢，關注新基建、5G等行業機
會。

中銀國際：
◆關注5G、必需消費等高盈利確定性板塊。

中投證券
◆新基建成為政府重點推廣的方向，普遍預計新老基建將成
為兩會重要議題，進一步釋放利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市場預計“兩會”利好政策力度或超往年，令A股上演“兩會行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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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清苑小区规模大、人口多，广场舞很

火，明秀最近也开始在小区的中心广场跳

舞。

这才第三天，领舞的梅姐就来搭讪：

“刚搬来的吧？”明秀笑着点头。梅姐很

和气：“我们这个是自发的组织，你要是

决定一直跟我们跳，每个月就交五块钱，

主要是维护音响，买光碟、电池之类。”

明秀忙从贴身口袋里翻出十块钱递给梅姐

：“我们那边也是这样收的，就别找了，

权当我给咱队的见面礼。”因为平时总有

人不自觉交钱，拖来拖去的，所以明秀给

梅姐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

明秀跳舞时，一头红发引人注目。有

人来打听，梅姐说：之前住城南，儿子外

出培训，媳妇怀孕了，她这个婆婆是来照

顾媳妇的。梅姐很是羡慕明秀：“你可真

胆大呀，这岁数了还染红头发。”明秀快

人快语：“染成黑色吧，白头发新长出来

反而遮不住，染成红色还藏得住一些。岁

数大了，只要不影响别人，管他呢。”梅

姐觉得明秀很洒脱，好相处。

不久，跳舞的姐妹里有几个也染了红

发，大家都觉得比染黑发好看。这天，梅

姐和舞蹈队的骨干邀明秀喝茶，明秀拿来

一大包干果，都是碧根果、腰果这类贵的

。大家都说：“吃吃花生、瓜子就行了，

这些东西贵。”明秀说：“是媳妇不想吃

了的，大家帮着吃，免得放坏了浪费。每

天吃点坚果，对心血管好。”

“你晚上总是跳一半就走，是要回家

给媳妇做夜宵吗？”

“不是，是岁数大了，跳太久膝盖受

不了。运动过量对身体也有损害，老年人

最要保护的就是膝盖。”

“不会吧？我们这儿有人上午下午加

起来要跳三五个小时，也没啥事。”

“我退休前是医生，懂一点保健知识

。老年人活动要多样化，散步跳舞拉筋，

一样做一点，动静结合，體力脑力都要锻

炼；还有，那个音响声音太大了，刺激鼓

膜，对耳朵不好，我在前排跳都要塞个耳

塞。”

“你真懂保养，连耳朵都注意到了，

干脆给我们开个健康讲座吧。”

“行啊，梅姐下命令，老身不敢不从

。”

健康讲座上，明秀说：“早上醒了不

要立即起床，揉腹部，顺时针三百下，逆

时针三百下；吃点东西再运动，不然容易

低血糖；冬天污染严重时，就不要外出锻

炼了，雾霾伤肺。”明秀还教大家拍经络

、按穴位的方法，建议睡前泡泡脚，可以

安神助眠。

梅姐说，认这些穴位比跳舞还累。明

秀说，这是锻炼脑子，免得以后痴呆。后

来，大家都反映做这些养生功课时间不够

，于是，广场舞的结束时间提前了一小时

。

听说明秀的儿子马上要回来，而且以

后媳妇生了，亲家母会来照顾，明秀就要

回城南了，梅姐她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明

秀安慰道：“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我

孙子还在这儿住呢。”

明秀儿子回来的第一天就问媳妇：

“那群跳广场舞的大妈怎么素质突然提高

了？声音小了不说，晚上八点就散，早上

也不那么早就跳了。”媳妇笑笑，说：

“那都是妈的功劳。”

儿子给明秀打电话：“妈，你可真有

两下子，我以前扔垃圾都撵不走她们。听

说你是打入敌人内部，分化、瓦解，战术

高明啊！”

明秀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说：“她

们不是敌人，我也没有啥战术，将心比心

罢了。”

广场舞

今年，阿P额骨头碰上天花板，

花五元钱买张奖券，一夜间竟中了

特等奖，拿得奖金三千元!阿P那个

高兴呀，当街打了三个滚。

有了钱，阿P就想到“外面的世

界很精彩”，他决定出门去开开眼

界。

阿P来到一座城市，东逛西游玩

了一天，到了晚上，他想找家旅店

住下。有人神神秘秘地告诉阿P，如

今这年头，只要肯花钱，便有那

“特殊服务”，专门有漂亮姑娘来

伺候你。人家讲得有鼻子有眼，把

个阿P馋得直流口水，他也想去开开

“洋荤”。

阿P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服务员

小姐挺热情，忙前忙后地围着他转

，临走还问：“先生，您还有什么

要求？”

阿P心中暗喜，果然有“那个”

，但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事，还有些

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地试探道：

“你们、你们有特殊服务吗?就是那

个、那个解闷儿……”

服务员小姐一听明白了，脸上

微微一笑，马上介绍道：“有，有

，我们这儿十元、二十元……一百

元的都有。”

阿P想：我得先问问价码，别给

人家当傻瓜斩，于是又问：“十元

的怎么服务?”

“我们有服务员陪你吃饭，喝

酒。”

阿P想，她陪我吃饭喝酒，花我

的钱?不干!便又问：“二十元呢?”

“陪你到房间里喝茶说话。”

“三十元呢?”

“三十元可以给你按摩。”

阿P见这些服务离他的要求还远

，不由又问：“五十元的怎么服务?

”

“陪你洗澡，替你搓身上的灰

呀。”

“一百元的呢?”阿P越问越猴

急。

服务员小姐“格格格”笑起来

：“你是聪明人，不用再朝深处问

啦。”

阿P一听，心领神会，当下爽快

地掏出一百元钱，朝桌面上一放，

大大咧咧地说：“我今晚就要一百

元的特殊服务！”

服务员小姐收下钱，又热情地

将阿P送到单人房间里，说了声：

“请稍等。”便出门去了。阿P腾云

驾雾，正美滋滋地想着好事，“咣

当”一声门响，进来一位彪形大汉

，说话声如洪钟：“客人，请进洗

澡间。”

阿P愣了愣，但很快明白了，这

是做准备工作，于是乖乖地跟着那

大汉进了洗澡间。

澡盆里已放满了水，那大汉手

脚麻利地替阿P剥光衣服，然后又是

运气，又是活动手臂，开始帮阿P搓

灰。开始阿P还能咬着牙坚持，到后

来直搓得全身发红，如火烧般疼痛

，实在忍不住了，像杀猪般地叫起

来，那大汉才停住手。

阿P回到房间，心想：这里的姑

娘也太爱干净了，这样搓灰谁吃得

消啊?这时，门又“咣当”一声响，

阿P心中大喜，花一百元雇的姑娘来

了，他连忙忍痛爬起来，抬头一望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又是那个彪

形大汉，只听那大汉说：“先生，

请进洗澡间。”

“哎呀，我已经洗过一次了!”

“可你交了一百元，应洗两次

澡。本店信誉第一，不克扣旅客，

我再帮你搓一次。”

阿P这才弄明白，一百元的特殊

服务是这样，吓得又是摇头，又是

摆手：“我、我不要了。”

送走大汉，阿P只觉得浑身火

烧火燎，好像脱了层皮，再想想

付出的一百元钱，更是愤愤不平

。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

语起来：“花一百元钱，搓两遍

灰，值!”

住店难风流

（中央社）屏東縣南州鄉長黃盈裕被控賄
選案，屏東地方法院判決當選無效，他不服上
訴。高雄高分院今天審結，難認定黃有授意，
賄款也無法證明來自黃，宣判大逆轉，改判當
選有效並確定。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合議庭改判黃盈裕
當選有效並確定，理由為檢方等原告提出的證
據，無法證明黃盈裕有授意買票。

無黨籍黃盈裕前年連任成功，屏東地檢署
獲報指南州鄉部分鄉代及村長候選人，涉嫌以
「包裹買票」 方式，透過樁腳共同為參選鄉長

的黃盈裕買票，鄉長、鄉代每票各新台幣1000
元，村長500元。

檢方指揮調查局擴大偵辦，起訴主張黃盈
裕為求當選，涉授意林姓友人以賄款4萬4000

元協助買票，在民國107年11月間陸續交付選
民，違反選罷法，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但黃盈裕審理時否認授意買票，林姓友人
等都非他的競選團隊成員或樁腳，並指原告檢
方等並無證據證明他與林姓友人等共謀賄選。
不過，屏東地方法院108年12月間審結，認為
黃盈裕的確授意林姓友人買票，判處黃盈裕當
選無效。

黃盈裕不服上訴，高雄高分院審結宣判，
認為難以認定黃盈裕有授意買票，也無法佐證
賄款來自黃盈裕，查無與賄選的關聯性，改判
當選有效並確定。42歲的黃盈裕是無黨籍，在
107年11月24日鄉長選舉中，以3712票擊敗
對手民進黨籍周聖諭的2934票。

屏縣南州鄉長被控賄選 二審逆轉當選有效確定

（中央社）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推動大聯
盟」 4日提出訴求並發起連署。司法院今天表示
，併行制窒礙難行，將導致配套制度複雜化，
增加國民負擔，與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背
道而馳。

人民參與刑事審判到底要採參審制還是陪
審制，法界爭論多年；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推
動大聯盟」 的發起團體，包括民間司法改革基
金會、台灣陪審團協會、台灣北社等團體，而
他們從4月30日發起連署後，目前已有超過
100個團體、520名個人參與；另外，聯盟另外
將於8日上午在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前舉辦陳
情行動，邀請朝野政黨的立法院黨團代表，了

解聯盟的訴求。
司法院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兩制若併行

，司法院評估認為窒礙難行，絕無外界所稱
「司法院、法務部與民間均認為可行之制度」
。

司法院指出，兩制併行有違平等原則，即
使賦予被告選擇權，仍有違反平等原則疑慮，
且有鼓勵被告投機應訴之嫌，將導致配套制度
複雜化，增加國民負擔，與引進國民參與審判
之目的背道而馳， 「參審陪審併行」 為司法改
革國是會議中最不受支持之方案。

司法院表示， 在立法過程，務實理性討論
，共同致力推動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為根

本之道；實際參與國民參審模擬法庭的民眾，
有高達94.9%認為法官應在場參與討論，實證
反映出民眾需要法律專業的法官在場協助，也
印證民眾可以充分自主的作出決定。

司法院指出，相信國民法官制的施行，將
能開啟司法與社會的對話交流，使個案判決結
果兼顧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及法律專業意見，進
而整體提昇民眾對司法的瞭解及信賴。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司法院：窒礙難行

（中央社）基隆陳姓男子因未繳違規罰單
1.8萬元，房子遭法拍，已向行政執行署宜蘭分
署聲明異議。行政執行署今天表示，陳男非不
能繳錢，疑有租金收入，待事實釐清後，做出
聲明異議決定。

全案起於陳姓男子因未繳交4張交通違規
罰單共約新台幣1萬8000元，名下的3樓透天
厝在今年元月遭法拍，以135萬5400元拍定。

陳男向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提出聲明異議
尋求救濟，他質疑，當初宜蘭分署查封手續不
確實，並沒有在他家門口貼上封條，導致他不
知道房子被查封。此外，過去在相關文件送達
他家時，也與當時代收的母親筆跡不符合，官
方疑似有偽造文書之嫌等。

行政執行署指出，宜蘭分署受理聲明異議
後，若認為有理由，則應重為處分；若認為無

理由，應加註意見後，送交行政執行署決定；
行政執行署審酌後，若認為聲明異議無理，則
作成決定書駁回，若認為有理由，發回分署重
為處分。將在相關事實全部釐清之後，儘速依
相關法律規定及程序，做出適法妥適的聲明異
議決定。

行政執行署表示，宜蘭分署曾受理陳男總
案件數為71件，應納金額合計31萬3682元，
包含4件綜所稅案、56件健保案、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11案，陳男曾繳納6萬4312元，其
他大部分案件，陳男欠繳且因執行期間屆滿而
結案，目前僅有2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
件未結，滯欠金額合計1萬8000元。

行政執行署指出，本件相關通知均合法送
達，送達證書上陳母的簽名，確實是由陳母本
人所簽，相關文書郵差都有張貼領取掛號郵件
通知於門首，宜蘭分署確實有依法張貼查封揭
示封條，但查封筆錄記載 「經詢鄰居表示，義
務人（陳男）即住於此。」 卻又未請陳述的鄰
居簽名或為拒絕簽名的記載，有缺失。

行政執行署指出，陳男非無繳納能力部分
，陳男曾向媒體表示，有工作收入，最近裝修
家裡，以及陳報的聲明異議補充資料顯示，陳
男將房間分別出租給1男及1女並收取租金，恐
另有租金收入，陳男是否刻意不繳？有待了解
。

未繳1.8萬罰單房子遭法拍 執行署：疑有租金收入

殺警案效應殺警案效應法務部擬修法延長監護處分期間法務部擬修法延長監護處分期間
鐵路警察遭刺死案鐵路警察遭刺死案，，地院認為加害人鄭姓男子患思覺失調症地院認為加害人鄭姓男子患思覺失調症，，判無罪並施以監護判無罪並施以監護55年年。。法務法務

部長蔡清祥部長蔡清祥（（中中））66日表示日表示，，監護處分期間應不限監護處分期間應不限55年年，，檢察官可向法院聲請延長檢察官可向法院聲請延長，，每次延長每次延長33年年
為限為限，，不限次數不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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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搭乘公共交通，是现代
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出行方
式。城市轨道交通速度快、
价格低、运力大，是广大市
民最常见的选择，也是城市
人流最密集的场所。尤其对
中国而言，一些超大城市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地铁密度均名列全球前
茅，每天都有百万甚至千万
量级的客流，乘坐地铁在城
市里穿梭往来。

地铁，串联起许多城市
居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勾勒
出都市生活的群像。在这里
能见到睡眼惺忪的码农，西装
革履的白领，衣衫沾满尘土的
建筑工人，稚气未脱的青年
学生，妆容精致的俊男靓
女，当然还有仔细打量这一
切的充满好奇的外地游客。

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
他们如何相处？在车厢里共
享这一段旅程时，会给彼此
留下怎样的印象？是旁若无
人地大快朵颐，不管不顾地
外放电子设备，蛮横无理地
霸占几个座位？还是收起食
物，戴上耳机，把座位让给
老幼病残孕等更有需要的人
士？面对他人的无意冒犯，
是斤斤计较、破口大骂，还
是报以宽容理解、一笑而
过？对扒窃、猥亵等违法犯
罪行为，是视而不见，还是
出手制止？

这 些 文 明 的 、 不 文 明
的，勇敢的、懦弱的行为举
止，每天都在大都市的地铁
里不断上演。由此可见，地
铁是观察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窗口，这座城市的
公民素质如何，来到地铁站即可窥知一二。地
铁，常常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

保持整齐有序的队伍、干净整洁的车厢、安
静舒适的环境，擦亮地铁这张城市名片，是乘客
和市民的共同期待。可也总会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干扰乘车秩序，破坏乘车环境，影响乘车体验，
令人不胜其扰，让这张名片蒙尘。尤其高峰时段
的不文明行为，更容易引发纠纷，影响地铁正常
运营，甚至造成大面积拥堵。

为了规范这些不文明行为，营造良好的乘车
环境，各地也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出
台，但范围不同，标准不一。近日，交通运输部
印发的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法》开始施行，明确了影响地铁运营安全的10类
禁止性行为，以及影响秩序的 7 类约束性行为。
这是国内首次颁布全国性的地铁法规，对于规范
乘坐地铁中的不文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涵养城市文明素养，擦亮地铁这张城市名
片，关键在于形成规则意识和价值导向。内化于
心，方能外化于行。但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项
庞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不能只靠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觉醒，也需要完善
的法律制度和鲜明的道德规范等或刚或柔的外在
力量指引。

《办法》没有涉及到的地方，也为各地区充分
考虑当地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完善地方性地铁相
关法律规则预留了空间。比如处罚尺度问题，就
需要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否则，力度过
低，对相对发达地区的乘客无法形成有效惩戒；
力度过大，对相对落后地区乘客则有失公允。有
统一规则，也有不同尺度，适度灵活的规则体系
才能赢得乘客发自内心的认同。简单地一刀切，
不考虑多元化乘客主体的不同需求，只会削弱法
律权威，让规则形同虚设，甚至取得适得其反的
效果，这也是《办法》在禁食一项中对婴儿和病
人进行特殊规定的原由。在地铁里，考虑到执法
成本问题，如无乘客认同，制度执行只能沦为空
谈。毕竟，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成其风方能
化其人，擦亮地铁这张城市名片，已经有了一个
良好开端。

地
铁
新
规

擦
亮
城
市
名
片

康

朴

新视角

出新规，不文明行为有约束

“在地铁上，时常会遇见推销人员拿着二
维码四处‘求关注’。有的还一直在旁边劝你
扫码，甩也甩不掉！”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小
肖，每天要通勤1小时到东城区上班，对地
铁上各种不文明行为十分反感。“还有卖艺的
人，带着小音箱，放着音乐，从车头走到车
尾，特别影响出行体验。”小肖告诉记者。

“有的人‘坐没坐相’，一人占多个座位
不说，还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乘客潘
女士表示，自己喜欢在乘地铁上下班的途中
放松休息，但有时遇到外放音乐或者大声聊
天、打电话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烦。

这些现象并非孤例，不少乘客都有着类
似经历。

3月31日，人民网在微博发布“车厢内
哪种行为你最反感”的网络调查。结果显
示，36%的网友反感其他乘客“躺卧占座或
踩踏”，不满他人“使用电子产品时外放”和

“吃有味道食物”紧随其后，分别占比30%和
21%，另有13%的网友投票给“乞讨卖艺被推
销”。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
言：“如果能全选的话，我要全选！”“这几种
行为都让人难以接受”……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文明乘车
越来越受到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
月31日，中国内地累计有40个城市开通城轨
交通运营线路6730.27公里，2019年度新增运
营线路 968.77 公里，客运量超 240 亿人次，
再创历史新高。但揆诸现实，从车厢内进
食、音乐外放，到占座霸座、地铁堵门，再
到“地铁泼面”“地铁凤爪女”等热点事件，
种种不文明现象时常见诸报端。有媒体人因
此评论，“少数人乘坐地铁的文明意识，并没
有跟上轨道延伸的速度。”

地铁是一座城市交通发展程度的标志，
更是一扇观察社会文明的“窗口”。在大力发
展轨道交通的同时，如何根治地铁陋习、提
升乘客素养、涵养地铁文明，已经成为不少
地方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此背景下，交通运输部印发的 《办
法》中专门设置“乘客行为规范”一章，对
公众长期关注的地铁不文明行为作出了明确
规范。

“日常出行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市轨道交通是客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需要有相对安静和舒适的环境。”交通运输部
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营销、乞讨和外放音乐等活动破
坏公共场所秩序，降低乘客出行体验，特别
是在高峰时段，容易引发乘客纠纷，这些规
定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营造良好的出
行环境。

《办法》发布后，人们纷纷点赞支持。有
网友在网上留言，“非常支持！希望能够有配
套的宣传、引导、规范和惩罚措施。”“支
持！这个规定太好了！”……乘客小裴告诉记
者，“这些本来就是公共场合的基本行为规

范，现在又有了明文规定，相信以后乘坐地
铁一定会更加舒心！”

看内容，地铁新规有特色

在《办法》出台之前，北京、上海、深
圳等城市已经陆续出台“文明公约”“乘客守
则”“管理条例”等，对地铁乘客行为进行规
范和约束。

比如，北京市修订并实施《北京市轨道
交通乘客守则》等政策法规，明确要求不得
在地铁车厢内进食，否则可能被记入个人信
用不良记录；《广州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规
定，对于强行上下车等危及安全的行为，构
成治安违法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
任；对于随地吐痰等有碍公共场所容貌和环
境卫生的行为，经营单位可以进行罚款。

既然各地此前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或法
律法规，《办法》为何还要再次明确乘客行为
规范的具体要求？

实际上，尽管多地为规范乘客行为先后
颁布守则、条例等，但在具体的条款细则方
面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比如，有的地
方规定地铁内禁用平衡车，有的地方却没有
对此进行明文约束；对于地铁不文明行为，
不同地方也有各自的惩处手段。由于各地

“尺度不一”“规则各异”，乘客往往感到无所
适从，甚至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

《办法》正式施行，为各地制定或修订相
关规则提供了“顶层设计”。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讲师屈向东告诉记者，“作为交通运
输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办法》对于地方立
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统一法律体系上
讲，《办法》与地方规章应相互融洽，尤其要
避免规则间冲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岳琴舫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如果《办法》与地
方行政部门已发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冲突，
应优先适用《办法》；如果与地方人大制定的
法律法规相冲突，可根据《立法法》交由国
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

从文本内容看，《办法》中关于乘客行为
规范的内容也有其自身特点。

《办法》内容不仅细致全面，而且现实针
对性强，“乘客一直以来反感的手机声音外
放、携带刺激性气味物品、车厢内进食等

‘地铁陋习’均纳入了规制范围。”屈向东说
道。

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办
法》也作出统一规范。近年来，平衡车、电
动滑板等成为都市年轻人出行“新宠”。但带
着这些“装备”进入地铁，不仅容易磕碰到
其他乘客，其附带的大容量电池也易造成冒
烟、着火等安全事件。于是，《办法》明确将
骑行平衡车、电动车等纳入到影响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秩序的7类约束性行为当中。

严格约束的同时，同样不乏人文关怀。
《办法》规定不能携带动物进站乘车，但同时
指出“导盲犬、军警犬除外”；规定不能骑行

平衡车、电动车等，但“不包括残疾人助力
车”；规定不能在列车内进食，但“婴儿、病人除
外”……

“对特殊群体给予豁免，体现出以人为本
的精神。”屈向东说道。

谈落实，新规如何“长出牙齿”

“地铁新规”印发后，一些地方的地铁部
门纷纷行动起来，向乘客宣传文明行为规范。

深圳地铁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地铁新
规来啦，脚踩“黑名单”的人要注意啦！》

《新规来啦！坐地铁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得外放
声音》等文章，对《办法》中涉及到的10类
禁止性行为和7类约束性行为多次进行详尽
介绍。文章阅读量最多达4.6万，很多网友在
留言区交流对地铁不文明行为的看法，取得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深圳地铁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深圳地铁一直以来非常注意做好车站和列车
范围内乘客行为规范的引导工作。“我们通过
车站及列车广播、张贴标识及媒体宣传等方
式进行引导，同时也联合运管办等单位进行
现场引导和劝导，以培养乘客文明乘车、安
全乘车的行为习惯。”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客运管理部副部
长孙琼介绍，成都地铁APP将增加乘客监督
模块。乘客一旦发现不文明行为，可以通过
APP及时报告，并得到相应的积分奖励。

不过，地铁新规能否“落地生根”，还要
看后续执行能不能“长出牙齿”。

《办法》 规定：“拒不遵守乘车规范的，
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应报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此，不少人担心，没
有具体的惩罚措施，“地铁新规”会不会只是

“看上去很美”？
岳琴舫认为，《办法》虽然没有具体规定

违反乘客行为规范的相关法律责任，但作为
行政规范性文件，《办法》同样具有法律约束
力，乘客应该予以遵守。

“为促进《办法》有效落实，建议各地因
地制宜出台法律规章、制定相应细则，对违
反乘客行为规范的人予以相应惩罚或法律制
裁，明确告诉运营单位及乘客，遇到不文明
行为时该怎么办、如何罚。”岳琴舫说，“只
有落之于细、落之于实，才能确保相关法律
法规或政策文件的威慑力、约束力和执行
力。”

地铁移动性强、人员流动性大，也给具
体的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比如，如何
第一时间识别涉事乘客？怎样确定不同部门
的管辖范围？运营单位缺乏执法权，对于拒
不遵守相关规定者又该如何处理？

对于这些问题，屈向东建议，地铁部门在
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文明规范的同时，也要
加大巡查力度，做好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衔
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此外，还可以
加强与公安机关等部门的配合协作，“对于不
遵守乘客行为规范的，应及时依法惩处，形成
典型案例。”

地铁内不得进食、音乐外放、携带动物——

新规落地！涵养城市文明有“办法”
本报记者 姜忠奇 王晶玥

“在地铁上，遇见一个人吃韭菜馅包子，整个车
厢里都是那股味儿！”在采访过程中，退休职工崔女
士向记者抱怨起车厢内进食等不文明行为。“这又不
像坐公交，还能开窗通通风。地铁里环境密闭、人又
多，气味散不掉！”

地铁不文明行为不时发生，既影响乘客出行体
验，也干扰地铁正常运行秩序。4月1日起，交通运
输部印发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在乘客
行为规范方面明确了“在车站、列车内吸烟，点燃明
火”等影响运营安全的10类禁止性行为，以及“使用
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在列车内进食”等影响运营
秩序的7类约束性行为。

这份被称作“地铁新规”的规范性文件，甫一发布，
旋即得到公众的关注与支持，不仅为乘客出行提供了

“文明导航”，各地在规范地铁文明时也将有“规”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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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在這裡問候
您和家人的健康和安全！

眾所周知，休士頓目前正處於
COVID-19的空前危機之下，許多同
胞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急救人員和
醫護人員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險。同
時，作為休士頓人而引以為豪的各色
亞洲餐廳正在掙扎之中，而其中很多
可能被迫關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由疫情引起的敵視亞裔情緒的增長非
常令人不安。所以，現在是作為亞裔
美國人應該採取行動並共同努力的關
鍵時刻。

因此休士頓幾大華裔組織將在五
月份的亞裔傳統月，特別聯手舉辦
“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的活
動（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
line Heroes)。我們很高興請到休士頓
市 長 西 爾 維 斯 特·特 納 Sylvester
Turner 擔任這一活動的名譽主席。該
活動非常簡單: 我們計劃從多家陷入
困境的高質量亞洲餐廳購買預先包裝
的餐食，並將這些餐食發送給急救人
員和一線醫護人員。我們計劃總共分
發一萬份飯，每盒飯$10。

同時，我們將與當地新聞媒體和

政治人物一起開展強有力的宣傳運動
，以突出亞裔社區在危機中的參與和
貢獻。

我們已與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
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合作,
接受您的捐款，該捐款可以減稅。捐
贈隻需單擊下面的鏈接： https://
ccchouston.org/asian-ameri-
cans-salute-frontline-heroes/

為了確保該活動的信譽和透明度
，所有捐贈者及其捐贈金額都將在網
站上列出，並會間歇性地更新餐食的
捐贈。

請大家參加這個活動，以此感謝
和致敬一線英雄！請幫助掙扎中的餐
飲業，扶持他們的生計！請大家一起
在休士頓宣揚亞裔美國人的正面形象
！請您伸出救援之手，讓我們共同努
力渡過難關！

“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
組委會

活動榮譽主席：休士頓市長 Syl-
vester Turner;

主席：Kenneth Li （西南管理區
主席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
trict)

執 行 主 席: Peter Chang, MD
（Hope Clinic 希望診所); Cecil Fong (
美 華 協 會 OCA Greater Houston);
Bin Yu (亞裔商會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Alice Lee (休士頓同源
會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
ance Houston Lodge）

財務長：Chi-Mei Lin （中華文
化 服 務 中 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聯 系 ： salutehe-
roes@asianchamber-hou.org

“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
休士頓亞裔社區將在五月共同舉辦贈餐活動

由於美國武漢肺炎疫情加遽，經濟活
動停擺，失業民眾極需接濟，因此北德州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 Formosan Associa-
tion for Public Affairs）會長謝慶鏘4月30
日拜訪North Texas Food Bank，代表FA-
PA捐贈3500美元，由行政專員Sheila代
表接受。她對於FAPA的捐款十分感謝。

捐贈當日謝慶鏘特地穿上印有 「Tai-
wan」 字樣的T恤，讓主流人士認識台灣
的慈善力量，同時彰顯台美人願意融入當
地社會，在社區最危難的時候伸出援手。
北德州FAPA的善行由4 月2日The Dallas
Morning News 的一則新聞激發，報導中
提及1700至2000 個達福地區的家庭受疫
情影響，在 Dallas Fair Park 排長龍車隊，
等候領取免費食物。謝慶鏘聞訊後大力號
召之下，計有 17 位會員一起募集了3,500
美元，希望贊助Food Bank採購食物，讓
各族裔的達福民眾維持基本溫飽，共度難
關。

FAPA成員原本為善不欲人知，但消
息仍不脛而走。謝慶鏘5月3日接受媒體
訪問時表示，大家都體諒到很多家庭有小
孩及長輩，可能在疫情肆虐下被犧牲，台
美人有職責幫忙服務社區，協助不同族群
的好朋友平安度過疫情，恢復正常生活。

北德FAPA暖心捐款 脤濟 達福民眾

謝慶鏘謝慶鏘（（右右））代表北德州代表北德州 FAPAFAPA 捐贈捐贈 35003500 美元給美元給 North Texas FoodNorth Texas Food
BankBank，，行政專員行政專員SheilaSheila（（左左))代表受贈代表受贈。。

今天上午,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項
1500萬美元的租賃援助計劃,該計劃
的資金來自《CARES法案》,旨在說
明在4月和5月COVID-19大流行期
間拖欠租金的休士頓人。

該計劃將由當地非營利機構
Baker Ripley管理,他每月將向符合條
件的中低收入個人提供高達1,056美
元的租金援助,這些人拖欠4月和/或5
月的月租金。預計該計劃將說明至少
6,800個家庭,並支付至少13,600個
月的租金。房東可以開始申請在線參
與5月7日星期四,通過貝克里普利,
居民可以開始申請救濟星期三,5月
13日。然後,它將在先到先得的基礎
上發放。

選擇參加該計劃的合格租戶的房
東每月可直接領取高達1,056美元,以
抵消4月和/或5月的合格租金義務。
參與該計劃的房東將同意以下事項:

免除兩個月的所有滯納金、罰款
和利息

允許租戶輸入任何超過 1,056 美
元的租金的付款計劃

撤銷任何提前通知,在兩個月內

撤銷和停止任何事先的驅逐程式(提
醒:德克薩斯州最高法院已暫時停止
所有驅逐,直到5月18日)
要獲得資格,租戶必須:

成為選擇參與該計劃的房東的租
戶

居住在休士頓市
兩個月內或兩個月的住宅租金支

付延遲
在2020 年 4 月之前的所有月份,

提供最新租金
申明他們無力支付是由於COV-

ID-19的經濟影響造成的經濟困難
收入低於地區中位數收入的

80% 或有資格參加申請中符合資格
的專案之一(例如醫療補助、WIC、
SNAP、頭開始、VA 養老金)
2020 年 4 月和 /或 5 月,通過該市的
颶風哈威援助計畫,不能成為申請人
、參與者或獲得 2020 年 4 月和/或
5 月租金援助
申請存取
www.HoustonRentAssistance.org
門戶將於周四開放,
5月7日上午10:00

如果您是房東或房客
你會想讀這個 時間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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