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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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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星期四
Thursday, May 7, 2020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
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榮獲榮獲「「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專精項目專精項目::
刑事刑事﹕﹕保釋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商業﹕﹕國際貿易國際貿易﹑﹑跨國追索跨國追索﹑﹑生意買賣生意買賣﹑﹑商業訴訟商業訴訟﹑﹑地產地產
買賣買賣
家庭家庭﹕﹕離婚離婚﹑﹑監護監護﹑﹑子女撫養費子女撫養費
意外意外﹕﹕車禍車禍﹑﹑意外傷害意外傷害﹑﹑醫生誤診醫生誤診（（不成功不成功 不收費不收費））
電話電話﹕﹕281281--889889--18861886（（中文中文））
地址地址﹕﹕1035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315﹐﹐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9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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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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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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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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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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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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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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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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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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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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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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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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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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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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5 月8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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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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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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香港政府於今年1月29日起暫停開放康文署體育
場地，包括康文署轄下所有游泳池，令泳會運作及教
練生計陷入困境。

有見及此，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日前去信民政事務
局，促請政府重新開放泳池，讓運動員恢復訓練，同
時建議政府增加資助教練金額，以及一次性補貼泳
會。因暫停開放康文署體育場地，包括康文署轄下所
有游泳池，香港游泳總會於3月底至4月初期間向屬
會運動員進行了關於疫情對運動員的影響問卷調查，
共收到2,903位運動員或其家長的回應，當中約六成
運動員因疫情停止訓練而受到不良的心理及生理影

響。
根據調查顯示，更有高達91.6％的運動員或其家

長希望能盡快恢復游泳訓練。
泳總5日發聲明稱，在泳池關閉下，泳會的運作

及教練生活均陷入困境，泳會在沒有收入下仍需支付
恒常開支。

另外，政府雖將向註冊教練提供補貼，但教練已
失去收入達數月，補貼金額實在微薄；同時，此津貼
亦未能涵蓋持有泳總承認的有效教練證書而沒有於泳
總進行註冊的教練，估計達超過一千人。故此，泳總
希望政府能增加教練津貼金額及參考其他業界補償方
案，向泳會提供一次性的補貼。

中國乒乓球隊一行47人自3月13日由卡
塔爾抵達澳門後，一直訓練至今。在

位於仔的澳門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三
樓一個近5,000平方米的場館內，隊員們正
在揮汗如雨地訓練。

整齊排列的球台，滿地的乒乓球，牆
上的巨幅五星紅旗……男女隊員們在教練
和隊友的幫助下，反覆進行各個技術動作
的練習，扣殺聲和腳步摩擦聲不斷響起。

今年年初疫情剛開始時，國乒參加完
德國公開賽後直接轉到卡塔爾，並在國際
乒聯世界巡迴賽卡塔爾公開賽收穫四項冠
軍。據劉國梁介紹，在此之後，為了兼顧

備戰計劃於日本北九州、中國香港和深圳
等地舉行的比賽，加上澳門連續40天沒有
新增確診病例，所以選擇在澳門集訓。

訓練質量與調整身心兼備
談到本次集訓的特殊之處，劉國梁表

示，由於疫情的影響，長時間封閉集訓會
讓隊員感覺比較累、比較壓抑。因此在制
定集訓計劃時，既要注意訓練質量，也要
注意大家的身心調整，盡量安排一些有趣
味性的訓練和比賽。

“這次長時間沒有比賽，肯定對世界
體壇影響都很大。我們是非常幸運的，能

夠在一起集訓，而且我們分了兩批，一批
在澳門，一批在河北正定，都在系統訓
練，保持隊員的競技性。一旦疫情好轉，
隨時可以戰鬥。”

劉國梁也非常關注澳門的乒乓球運動
發展。他表示，此次集訓是很好的契機，
未來中國乒乓球協會也會和澳門體育局爭
取達成長期戰略合作。

其中包括舉辦夏令營、冬令營，讓澳
門運動員到北京的訓練基地訓練，舉辦青
少年賽事活動等。他希望以包括乒乓球在
內的體育運動作為紐帶，讓澳門和內地更
加緊密地聯繫起來。 ■新華社

正在澳門帶領中國乒乓球隊進行集訓的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

梁4日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球隊集訓一切順利，一旦疫情好轉，隨

時可以戰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
1月26日大年初二遠征德國公開賽至
今，中國乒隊已在外漂泊3個多月。據
搜狐體育消息，由於所帶生活用品不
多，國乒虎將、世界冠軍樊振東的球
鞋磨穿了，仍要穿着訓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乒臨時
決定由德國轉戰卡塔爾。但由於隊員
所帶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多，其中世界
冠軍樊振東更只帶了兩雙球鞋，其中
一雙他留着正式比賽穿，另一雙則在
日常的訓練中穿，不料後者磨出洞，
令他不得不咬緊牙關堅持穿着“破
鞋”訓練。

3月中回到家門口澳門集訓，國乒
再無後顧之憂。不過，王楚欽、林高
遠、樊振東的髮型卻成為球迷的焦
點。有球迷以他們為原型畫出“掃把
頭”漫畫，向來注重外形的王楚欽無
奈地給球迷留言：“我會剪頭髮的，
只不過現在不可以出去，請大家不要
再討論我的髮型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近日香港新冠肺
炎疫情有好轉跡象，惟這次衝擊帶來的後遺症卻逐
漸浮現。香港欖球總會便因為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延
期而收入大減，被迫裁員解困，受波及的10多名員
工包括香港女子隊總教練范信基等。此先例一開，
其他體育總會也勢難倖免，裁員潮恐怕陸續有來。

受疫情影響，過去大半年香港體壇幾乎全面停
擺，主辦的國際大賽都被迫取消或延期，香港體育
相關產業均受到沉重打擊。每年一度的國際7人欖
球賽原定於4月進行，現已延期到10月，令到倚賴
賽事收入為生的香港欖球總會出現財政危機，並決
定裁員10多人以削減開支。據悉去年才當上香港

15人制欖球女隊主教練的范信基，與一名助教及顧
問都難逃厄運；由於7 欖港隊屬於香港體育學院精
英項目，故此暫未受到影響。

紅褲子出身的范信基為2010廣州亞運港欖銀牌
成員，退役後改執教鞭，去年11月獲欖總委任為
15人女隊主帥。他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惋惜：“幾
位教練都是欖總一手一腳培訓出來，亦是華人中較
為出色的，現在遭辭退，會令人反思在香港做教練
的發展前途。”欖總承認，整體經濟環境下行，總會
需要重組架構，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短期內難望
樂觀。董事局上年11月檢討過後修訂發展策略，作出相
應措施，包括減薪及裁員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我們畢
業了，全部陰性，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這些日子的細
心照料。”從美國返回天津的“格鬥女王”張偉麗5日
正式解除隔離。離開前，張偉麗為隔離點送上致謝錦
旗，她表示，在酒店隔離的這段時間都非常愉快，工
作人員每天電話噓寒問暖，給我們做心理測試，做得
太周到了。“從我落地到天津，下了飛機那一刻，感
覺心一下就到肚子裡了，所有的工作人員衣服上寫着
‘歡迎回家’，每個人都非常熱情，當大家對我們說
歡迎回家的時候，真的感覺到想流眼淚，真的是一種

到家的感覺。”張偉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在天津隔離期間，張偉麗也沒有放下訓練。經過

批准，張偉麗攜帶了一些訓練器械進房間，這讓她能
夠每天保持一定的訓練。由於運動員對肉類食品有嚴
格要求，天津還專門為她準備了運動員需要的牛肉。
“非常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對我們的關心、支持，我會

繼續加強訓練，打好比賽，爭取衛冕。”張偉麗稱，14天
的時間裡，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實，看書學英文自
我訓練，“接下來，我會啟程返回北京訓練中心，感謝大
家對我的關心。”

欖總因疫情收入大減 被迫裁員解困 泳總促政府重開泳池增津貼

“格鬥女王”張偉麗結束隔離

■■國乒自國乒自33月月1313日抵達澳門日抵達澳門
後後，，一直訓練至今一直訓練至今。。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女欖總教香港女欖總教
練范信基成為疫練范信基成為疫
情下的犧牲品情下的犧牲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樊振東的髮型成為球迷的焦點樊振東的髮型成為球迷的焦點。。
新華社新華社

■■國乒國乒““大大
師姐師姐””丁寧丁寧
在訓練中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國乒澳門集訓忙
劉國梁：一旦疫情好轉隨時可以戰鬥

▲▲ 劉 國 梁劉 國 梁
（（紅衫紅衫））指指
導 隊 員 練導 隊 員 練
習習。。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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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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颶風季」進入倒數﹐哈里斯郡長呼籲民眾做到這三點

研究員指出﹕各州重啟都未遵守白宮4個指示方針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
導】隨著夏季即將到來﹐哈
里斯郡長於5日下午記者
會上表示﹐在新冠肺炎疫
情之際也要對即將到來的
「颶風季節」提高警覺﹒
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
dalgo）強調﹐「颶風季節」
從6月1日開始﹐已經剩下
不到30天了﹐郡政府已經
於本周開始組織防災小組

﹒她也提醒﹐居民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來
達到防範勝於未然的效果﹕第一﹐檢查自己
的保險範圍是否有包含水災﹐以避免財務
上損失﹑第二﹐熟悉並規劃好居住地區的逃
生路線﹑第三﹐確保逃生用品與防疫用品都
充足﹒
此外﹐她也指出根據官方消息﹐今年颶風季
可能形成6至7個颶風﹐其中又以3個為主
﹒此外﹐哈里斯郡健康部門也指出﹐除了要
當心颶風﹐也要小心蚊子出沒﹒
伊達戈爾表示﹕「颶風不會等沒事的時候才

來﹐水災也不會因為疫情大流行當頭就不
發生﹒」因此指出民眾務必也對即將到來的
颶風季節做好防災準備﹒
此外﹐針對最近德州部分行業重啟﹐她也指
出已經收到超過480起對未依法執業的生
意之投訴﹒也有一些有心人士試圖要癱瘓
投訴網站﹐讓民眾無法進行投訴﹒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美國各州
紛紛宣布重啟的消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健康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員卻認為﹐沒有一
個州符合白宮的安全重啟指南﹒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資深學者凱特琳·里
弗斯（Caitlin Rivers）說﹕「據我所知﹐沒有
哪個州符合所有這四個標準﹒」
她在6日周三的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議
中﹐重述了四個標準﹕「首先﹐是看到新病例
的數量至少連續兩周呈現減少﹐雖然一些
州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但是還有其他三
個標準﹐我們建議都應滿足﹒」其他三個標

準包括﹕具有足夠的公共衛生能力﹐對所有 新病例進行接觸者追蹤﹑具有足夠的診斷
測試﹑以及具有足夠的衛生保健
系統能力以安全地治療所有人﹒
在各州開始放寬限制之後﹐需要
數週的時間來了解新增多少的
病例和死亡﹒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代理
主 任 理 查 德·貝 瑟（Richard
Besser）博士也表示﹐美國在保護
居民免受冠狀病毒大流行方面
仍然做得還不夠﹒
他認為美國必須克服一些主要

障礙﹐以幫助預防冠狀病毒的複發﹒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數據顯示﹐截至6日﹐美國已有120萬人
被感染﹐超過7萬1000人死亡﹒
貝瑟表示﹕「我們現在沒有測試能力來知道
這種病毒從何而來﹒」並言﹕「我們需要的成
千上萬的接觸追蹤器﹐但我們沒有﹐如果發
現有人感染或處於接觸狀態﹐也不會為人
們提供隔離或隔離的安全場所﹒」

花月「超級月亮」7日登場﹐將是2020年最後一次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天文愛好者注
意﹐超級月亮預計於本周5月7日登場﹐此
次月亮又稱「花月（Flower Moon）」﹐也將是
2020年最後一次的超級月亮﹐千萬不要錯
過﹗
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指出﹐觀
星者可以在5月7日看到超級月亮﹐大約在
美東時間上午6點45分開始﹐出現於相對
太陽的位置﹒從6日晚間至8日清晨之間﹐

都有機會看到花月出現在天空中﹒
根據緬因州農民曆（Maine Farmers' Alma-
nac）指出﹐5月的滿月稱為因為正逢春暖花
開﹐故得花月之名﹒此外﹐也有「玉米種植
月（Corn Planting Moon）」和 「牛 奶 月
（Milk Moon）」之稱﹒
一般而言超級月亮每年都會出現4到6次﹐
2020年只有3次的情形算是比較罕見﹒今
年的的超級月亮分別在3月10日﹑4月8日

﹑5月7日登場﹒可惜的是﹐5月7
日的這一顆月亮據NASA指出﹕
不是完整的滿月﹐但還是很大﹐
甚至能看清楚月球表面的坑洞
﹒5 月 7 日的清晨﹐記得抬頭仰
望天空﹐一睹超級月亮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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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周啓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1429
人, 278人死亡

德州感染人數33369人，906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州長艾伯特宣布修改4月27日頒布的州長令，理
發店，美甲店，和美發店可在本周五重啓複工。

州長強調，這些行業複工後仍需要遵守社交距離和規
模限制，避免聚集。提議提前預約的方式。

州長表示，給這些行業業主自行選擇複工，並沒有強
迫執行。

同時，本次宣布的還有健身房和鍛煉場所在5月18日
可以開放。

州長認為酒吧的開放仍然過早，此外，非必要的加工
業也可以本周五開放。

一項由萊斯大學組織的調查活動，其結果令人吃驚，
針對4000人的調查當中，在過去兩周出現病毒感染症狀
的人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做了病毒測試，許多人沒
有去的理由很簡單，只是不想去而已，而少數人是因為想
去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去成。

另外一個令人吃驚的調查結果是，23%的一線醫護稱
，她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曾出現中度和高度的焦慮，也顯示
醫護工作者和普通民眾一樣，在此次重大疫情面前，精神
會出現嚴重焦慮。

此外，42%的被調查者稱已經失去工作，其中非裔比例
最高占24%，西裔占18%，其他人種占8%。

德州已經有220萬人申請實業救濟，但是目前由于申請人
數暴增，導致平均批複時間達到叁個星期以上，許多失業人口
生活無以為繼，申請失業也成為一大問題。

05/06 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馬里蘭
大學（UMD）合作的最新民調顯示，多數美國
民眾因擔憂新冠病毒擴散而反對複工，超過
70%的民眾不支持恢復餐廳堂食、重開美容美
髮店、美甲店、健身房、電影院等。

華盛頓郵報和馬里蘭大學4月28日至5月3
日期間通過電話，在全國隨機調查1005位成年
民眾；結果顯示，82%的民眾反對重開電影院
，78%人反對重開健身房，74%的民眾表示餐
廳堂食服務和美甲店應保持關閉，70%的人認
為槍店不應重開，擔憂疫情引發更多安全衝突
，69%民眾表示理髮店應保持關閉，就算重開
也不願冒險光顧，近三分之一的民眾表示服裝
等零售商店也不應著急復工。

對於‘去超市等必要商家是否放心’一問
，有56%的民眾表示肯定，但當問及零售商店
或餐廳堂食，分別僅有33%和22%的民眾表示
放心，差距懸殊。

民眾對新冠疫情的緊張情緒尚未放鬆，該
民調指出，有63%的民眾仍認為感染風險很高
，且被感染後健康狀況將急遽下降，該數據比4
月26日上升了三個百分點。

關於民眾所在社區的安全情況，有31%的
民眾表示最糟糕的情況已過，30%民眾稱當下
正是最壞的狀態，目前正位於疫情拐點，另外
有38%的民眾認為最糟狀況未到，因此必須繼
續防範。

民調7成反對恢復堂食 8成不贊成重開電影院、健身房
據外媒報導，法新社5日看到的文件顯示，由於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航空需求，美國聯合航空

公司(United Airline)計劃解僱約30%的管理人員。
報導稱，該公司運營總監格雷格·哈特在一份備忘錄中表示，公司同時計劃解僱數千名飛行

員，而管理層將會有3450人被解僱。
哈特寫道，“不幸的是，未來數周乃至數月的時間，我們預計將必須調整一線工作人員的規

模，以滿足需求”，但他沒有提供其他細節。
一位知情人士稱，美聯航12250名飛行員中，將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可能失業。
據報導，達美航空(Delta)等其他航空公司也發出了裁員警告。
據稱，受疫情影響，美國政府向美聯航提供了大約50億美元的資助款。根據補助規定，美

聯航9月30日前不得裁員；但該公司已明確表示，一旦過了上述期限，將著手開始裁員。
在另一份備忘錄中，美聯航人力資源總監凱特·格博表示，面臨裁員的員工將在7月中旬得

到通知。
她說，自願離職的員工將獲得一筆遣散費，其中一部分將以現金形式發放，但該提議有效期

僅適用於10月1日之前。

疫情重創航空業 美聯航或計劃解僱約3成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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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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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演 總 策
劃、音樂

人高曉松表示：“這次疫情讓我們的
國家空前地團結起來，音樂圈也不例外。”據

悉，此次義演從發出倡議到播出僅僅十幾日，音樂人在
家裡、在工作室裡、在劇組裡、在被隔離的酒店裡，甚
至是在田間地頭，為大家歌唱。“我們希望用歌聲鼓勵
每一位重新出發，艱難奮鬥的人。我們的音樂來自這片
土地，也願意用每一個音符回饋這片土地。所有的感動
和感謝都在接下來每一位音樂人的歌聲裡，琴聲裡。”

首場演出，32組音樂人們通過別具一格且極具溫情
創意的演唱，為正在復工復產道路上的民眾帶來了中國
力量。當晚，王菲與常石磊合唱的《人間》成為重頭戲
之一。王菲貼心將歌詞作出改變，例如將“風雨過後不
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改成了“風雨過後一定會有美好的
天空”；“不是所有感情都會有始有終”改成了“戰勝
疫情需要我們有始有終”，改編後的歌詞更充滿希望和
力量。王菲說：“根據主題我們把歌詞稍微改動了一
下，希望給大家帶來一些安慰和鼓勵。”

周迅直播清唱《天涯歌女》，向來隨性的她更帶着
墨鏡帽子對着路上的鏡子自拍清唱，周迅表示：“把歌
聲送給每一位復工的你。”

陳偉霆用手機彈唱
容祖兒帶來代表作《揮着翅膀的女孩》，並稱在這

個疫情裡面，給了她很大恐懼，也是她人生中重大的考
驗，但她同時也學會更加勇敢去面對自己的人生，所以
她希望大家也是一樣，更鼓勵大家：“我們能夠得到最

後的勝利的！
我們今天能夠走在一

起，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相信未
來，我們為明天加油，好不好？”

同門李克勤亦打氣道：“希望每位奮鬥在自己崗
位的大家，都能收穫想要的未來”，隨即獻上改編成溫柔
抒情版的《紅日》。
李玟先向所有前線醫護人員送上飛吻及比心，又稱

特別選唱比較動感的歌曲《Di Da Di》，希望宅在家的
網友們都可以跟她一起跳一跳。

陳偉霆為觀眾演唱了《幾許風雨》，他說：“我們
一起面對一場很大很大的風雨，但我們相信，只要我們
手牽手不害怕，風雨肯定會過去，我們肯定可以看到很
漂亮的彩虹。”他通過手機自彈自唱，不過，亦有網友
發現陳偉霆將愛貓唱睡着了，獲讚“好溫柔”。

鄧紫棋則帶來了《新的心跳》，之所以選擇這首歌曲，
她表示，在疫情下大家難免有不知所措的時候，“我希望
可以帶給大家小小的力量，就是知道和相信新的希望就在
前方。”

任賢齊籲勿掉以輕心
任賢齊演唱了經典曲目《春天花會開》，他呼籲大

家在恢復正常的上班、上課、工作、生活中不要掉以輕
心，做好防護，積極發揮正能量，攻克難關。吳克群一
首《咁有風再吹》吹散了疫情焦慮，他說：“很快疫情
就會過去，我們就可以再見面。送給你們這首歌，我們
一起等風停歇。”此外，郎朗夫婦、林俊傑、鹿晗、王
俊凱、曹格、李榮浩、火箭少女101等亦有參與演出。

《相信未來》在線義演第二場演出於昨晚接力上
線。日前，參演名單已公佈，33組音樂人將悉數亮相，
除阿雲嘎、蔡徐坤、李宇春等音樂人之外，中國乒乓球
隊也驚喜加盟。此次義演活動預計共分3到4場播出。

《相信未來》在線義演由微博、網易雲音樂、大
麥、蝦米音樂、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等五大平台共同發
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由王菲、常石磊、李玟、容祖兒、李克勤、

周迅、任賢齊、陳偉霆、鄧紫棋等130組音樂人參演的《相信未來》在線義演

於4日晚正式拉開了帷幕。此次義演，是以“對抗焦慮，回歸日常”為主基

調，節目形式不拘一格，通過流行、搖滾、民謠、古典等多種音樂形態多元呈

現，堪稱中國音樂史上最大規模的線上義演。在首場義演中，王菲將經典

歌曲《人間》進行了改動，“不是所有感情都會有始有終”變成了

“戰勝疫情需要我們有始有

終”，為抗疫打氣

助力。

周迅給
力路邊

清唱

王菲改
詞抗疫

有始有
終

130組
音樂人以歌聲鼓勵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依江）眾多香港影迷苦候多個
星期，戲院終將於5月8日重新投入服務，許多戲院排片
計劃都打亂了，現在確認8日重開，戲院仍會按港府規定
售票，顧客不可坐滿一間戲院，觀眾戴口罩，有專人在
門口測量體溫。百老匯院線表示早前設置的“鑽石型”
座位安排等防疫措施亦會繼續推行，令觀眾無需擔心觀
影時的健康安全。

5日香港政府宣佈本月8日戲院重開，英皇的新片
《墮落花》映期從4月開始押後，如今已定5月28日上
映。黄百鳴旗下Cinema City亦隨即宣佈《白髮魔女傳》
及《夜半歌聲》分別定在5月8及21日上映。黄百鳴表
示，因今年是“哥哥”張國榮逝世17年，東方影業將兩
套哥哥主演、于仁泰執導的電影《白髮魔女傳》及《夜

半歌聲》作全新4K修復，安排在4月重登大銀幕供
“哥”迷懷念偶像，可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營
業令電影無法如期公映，如今補上。

百老匯院線特安排７部首輪電影於重開當日放映，
現已開始預售。其中包括由《紅衣小女孩》團隊精心炮
製的驚悚片《女鬼橋》、由《JOKER小丑》奧斯卡影帝
華堅馮力士主演的《酒過漫畫人生》，以及日本經典
《幪面超人令和》、合家歡動畫《魔髮精靈：唱遊大世
界》、法國開畫大熱No.1 喜劇《醫生速遞》等等，影片
以輕鬆的喜劇為主，希望以多元化的精彩影片為大家帶
來好心情，亦為民眾堅持抗疫增添正能量。百老匯院線
早前設置的“鑽石型”座位安排等防疫措施亦會繼續推
行，令觀眾無需擔心觀影時的健康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搖滾天后Avril
Lavigne原定於本月24日假亞博館Arena舉
行世巡香港站，但鑑於目前新冠肺炎疫
情，為確保觀眾與演出人員的健康安全，
香港秀將會延期至明年2月9日於同一場館
舉行。

購買了是次香港站之門票將會有效用
作為明年香港秀的入場門票，觀眾可直接
憑舊有門票進場，不用換領新門票。

此外，Avril Lavigne將她於去年錄製
的單曲《Warriors》重新錄製及命名為
《We Are Warriors》，並剛在4月30日推
出這首新單曲，這首新單曲是Avril Lavi-
gne為所有抗疫前線人員致敬而推出的。

《We Are Warriors》的淨額收益亦會全數
捐贈予幫助及確保世界各地醫護人員安全
的團體Project HOPE。

百老匯排7部首輪電影慶重開Avril Lavigne 香港秀延至明年2月

■Avril Lavigne■Avril Lavigne世巡香港站押後舉行世巡香港站押後舉行。。

■鹿晗感謝每個人對抗擊疫情的付出。

■■陳偉霆演唱陳偉霆演唱
粵語歌粵語歌《《幾許幾許
風雨風雨》。》。

■■祖兒比心祖兒比心
激勵士氣激勵士氣。。

■周迅對着道路反
射鏡唱起《天涯歌女》。

■■王菲與常石磊齊齊舉杯王菲與常石磊齊齊舉杯
為大家加油為大家加油！！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克勤將克勤將《《紅日紅日》》改改
編成溫柔抒情版編成溫柔抒情版。。

■■郎朗夫婦帶來雙鋼琴版的郎朗夫婦帶來雙鋼琴版的《《黃河頌黃河頌》。》。

■李玟希望網友們都可以跟她一起跳
一跳。

■■林俊傑林俊傑((中中))彈唱彈唱《《Stay With YouStay With You》。》。

■任賢齊演唱經典歌《春天花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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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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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
將發射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

擬通過一次發射任務，實現對火星
的“環繞、着陸、巡視”三個目標，開
展火星全球性和綜合性探測，並對火星
表面重點地區精細巡視勘查。

2020年底前
將發射約8噸的嫦娥五號月球
探測器，實現月球採樣返回

嫦娥五號任務的計劃着陸點在月球
正面，其任務過程包括運載發射、地月
轉移、近月制動、環月飛行、月面下
降、月面採樣、月面上升、交會對接、
環月等待、月地轉移、軌道分離、再入
回收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

發燒友沸騰：太激動了 盼了好久

長五B運載火箭Q&A
Q：長五 B 長着一個“大腦
袋”，擁有中國最長最大的整流
罩，其研製有什麼難點？

A：整流罩用於保護衛星及其它
有效載荷，以防止衛星受氣動
力、氣動加熱及聲振等有害環境
的影響，是運載火箭的重要組成
部分。長五B有着中國最長最大的
整流罩，其長度達到20.5米、直
徑5.2米，可以輕鬆的將10枚捷
龍火箭裝入其中，這是為了發射
空間站核心艙和實驗艙而量身打
造的。

長五B的整流罩採用流線型曲
線外形，可以更好地減小空氣阻
力，減輕載荷影響。同時，在整
流罩分離的難點上，長五B經過多
方案比較，最終確定了採用旋轉
式分離方案。

Q：長五B火箭為什麼要“零窗
口”發射，在實施中有什麼難點
嗎？

A：“零窗口”是指火箭發射時
間範圍為零的發射窗口，也就是
要求火箭必須分秒不差的點火升
空。長五B是用於發射空間站核
心艙和實驗艙的火箭，空間交會
對接任務的發射時間精度誤差要
控制在1秒以內。

為做到“零窗口”發射，火
箭各系統要確保在點火前一段時
間就完成各項準備，以準備好的
狀態等待點火。研製團隊通過開
展可靠性試驗和分析工作，實現
了關鍵系統可靠性提升，通過射
前流程優化，進一步提高了各系
統對於“零窗口”發射的適應
性。

Q：從研製難度上看，長五B
比長五要容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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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
務院、中央軍委5日對長征

五號B運載火箭首次飛行任務圓
滿成功發出賀電。賀電說，長征
五號B運載火箭首次飛行任務的
圓滿成功，標誌着空間站階段飛
行任務首戰告捷，為全面實現我
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三步發展戰略
奠定了堅實基礎。

驗證了一批新技術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以長征

五號運載火箭為基礎改進研製而
成，主要承擔着中國空間站艙段
等重大航天發射任務。此次首飛
成功，驗證了火箭總體方案、各
分系統方案的正確性、協調性，
突破了大尺寸整流罩分離技術、
大直徑艙箭連接分離技術、大推
力直接入軌偏差精確控制技術等
一批新技術，為中國空間站在軌
建造任務奠定了重要基礎。

試驗船8日返着陸場
長五B首飛的“乘客”大有

來頭，搭載了新一代載人飛船試
驗船、柔性充氣式貨物返回艙試
驗艙，以及10餘項實驗載荷。其
中，試驗船是面向空間站運營及
未來載人探月需求而研發的新一
代天地往返運輸器，本次任務將
對飛船高速再入返回的防熱、控
制、群傘回收及部分重複使用等
關鍵技術進行驗證；柔性充氣式
貨物返回艙試驗艙，是新型空間
運輸飛行器的試驗器，本次任務
將對充氣展開式返回飛行器軌道

再入關鍵技術進行驗證。按照飛
行程序，試驗艙和試驗船完成在
軌試驗後，計劃分別於5月6日和
8日返回東風着陸場。

航天員乘組已選定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

任助理季啟明表示，按計劃，此
次任務後，中國空間站建設將先
後發射天和核心艙、問天實驗艙
和夢天實驗艙，進行空間站基本
構型的在軌組裝建造。其間，規
劃發射4艘神舟載人飛船和4艘天
舟貨運飛船，進行航天員乘組輪
換和貨物補給。目前，中國空間
站核心艙已完成正樣產品總裝，
問天實驗艙和夢天實驗艙正在開
展初樣研製；空間科學應用載荷
已陸續轉入正樣研製，執行空間
站建造階段4次飛行任務的航天
員乘組已經選定，正在開展任務
訓練。此外，第三批預備航天員
選拔工作也將於今年年中完成。

實現空間站階段飛行首捷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五B任

務前夕，中國航天發射兩度失
利，各方壓力巨大。季啟明表
示，目前兩次失利的故障定位和
機理已基本明確，有關部門在航
天全線組織開展了全面質量整頓
和覆核複查，對原定近期執行的
火箭發射計劃進行了適度的調
整。長五B首飛成功，不僅實現
了空間站階段任務的首戰告捷，
也為中國航天打了個翻身仗，為
後續任務增加了更大信心。

5日18時00分，中國長征五號

B運載火箭，搭載着新一代載人飛

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貨物返回艙

試驗艙，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點

火升空，488秒後，載荷組合體與

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首

飛任務取得圓滿成功。這是中國空

間站階段飛行任務首戰告捷。官方

表示，中國空間站將於2022年前後

完成建造，包括此次任務在內，一

共規劃12次飛行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通訊
員 安莉 文昌報道）“哇！太壯觀
了！終於成功了！”5月5日傍晚的文
昌淇水灣海濱，歡呼聲此起彼伏，人們
在長久等待後，看到“胖五”成功首
飛，都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

文昌當日氣溫攝氏33度，陽光強烈，不少人從早
上就來佔據有利位置，等待火箭升空。69歲的孫先生
和謝大姐夫婦退休後已在海口定居，當日早上7點多
就出發，騎自行車趕往文昌，專程來觀看航天發射。
孫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自己不懂專業知

識，但是很關心祖國的航空事業發展，“胖五”發射
成功讓他們感到十分驕傲。

與孫先生夫婦同行的網友悅兒表示，這已是她第
三次來文昌觀看火箭發射，每一次都很激動。她表
示，每個人都有一顆中國心，對此次發射成功她已期
盼很久。

65歲的安徽人唐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
是3日專程從安徽飛來海南觀看火箭發射，他在去年
冬天曾觀看過一次航天發射，就被深深吸引，決定以
後每次發射都盡可能來現場觀看。

他認為，此前國內兩次火箭發射失利是利大於

弊，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可以讓有關方面及時調整
加強技術力量，更積極地發展航空事業。

帶着 2 歲兒子的封恂夫婦是成都人，因新冠疫
情影響，在海南已呆了幾個月，封恂是潛水發燒
友，已游遍淇水灣海岸沿線水下世界。

上次“長七”發射時讓他們感到很震撼，這
次他們一家早早在海濱支起了帳篷，等待着火箭
發射。“胖五”發射成功讓一向沉穩的封先生激
動得說話都有點語無倫次，只是反覆說“太激動
了！”“太了不起了！為偉大的祖國感到自豪和
驕傲！”

A：長征五號B與長征五號是同
屬一個火箭系列的不同構型，長
五B是一個一級半火箭，比長五
少一個二級。長五B與長五共享
了芯一級和助推器的大部分關鍵
技術，減少了一部分研製工作
量。但是，從研製難度上看，長
五B這種一級半構型的火箭，在
中國尚屬首次，涉及到一些獨有
的技術特點。

長五B首次將一級火箭作為
末級使用，不增加姿態調整和速
度修正，直接將有效載荷送入軌
道。在一級發動機關機時，相當
於一輛高速行駛的火車突然“剎
車”，還要穩穩停靠在指定位
置，然後讓“乘客”順利地下
車。為此研製隊伍攻克了“大推
力直接入軌”關鍵技術，滿足了
有效載荷對姿態控制和制導精度
控制的指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 5日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在海南文昌首
飛成功。圖為民眾在海邊觀看長征五號B
運載火箭升空。 中新社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成功首飛，拉開了
中國空間站在軌建造階段飛行任務的序
幕，為後續空間站核心艙、實驗艙發射奠
定了堅實基礎。圖為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
轉場。 中新社

■■55日日1818時時0000分分，，長征五號長征五號BB運載火箭運載火箭，，
搭載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搭載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
貨物返回艙試驗艙貨物返回艙試驗艙，，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
場點火升空場點火升空，，正式拉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拉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第三步第三步””任務的序幕任務的序幕。。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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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凱蒂亞洲城一如中國城大部分的商場一般，
有著許多的連鎖茶店，但這麼多的茶店也有這麼
多熱愛茶飲的消費者! 但只有在凱蒂亞洲城才看的
到的衍茶Yan Tea是道地的在地品牌! 從 Colonial
Parkway的主路口進Katy Asian Town (KAT) 第一家
看到超大店面的茶店就是衍茶，剛剛換了新東主
， 將是一家除了奶茶外，有著是簡餐和港式甜品

的輕食總匯!
衍茶的新東主是原來Pann Tea 的老闆Jeff，決

定脫離加盟的框架，所以接手了已在Katy Asian
Town 建立的衍茶，而能提供消費者更多創意選擇
，這週三Yan Tea 已經重新開幕。除了普羅大眾喜

愛的珍珠奶茶外，Jeff 將會適時推出更多KAT鮮有
的特色商品!

Jeff 保留了他原有開發的特色商品，很有名的
就是creme brulee milk tea 布丁奶茶。不是一般把
布丁放到茶裡面泡的的尋常布丁，而是烤過的的
布丁 「昆布蕾」 (creme brulee)，就放在你的奶茶
上面，有著十分綿密的口感，而且奶味十足，嘗
過的人都不會忘掉，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特色
商品! 他們還有真正的水果混搭果汁的新鮮水果茶
，清爽又健康! 另外現在奶茶中的最夯的黑糖鮮奶
珍珠也是他們的特色商品喔!

衍茶的小吃和簡餐更是道地! 尤其是鹹酥雞，
珍珠奶茶好搭檔! 老實說，跟在台灣夜市吃的鹹酥
雞口味是幾無二致的，因為Jeff的手藝是來自台灣
小吃大師的傳授，絕對是值得大家去嘗一下的。
他們還有鰻魚飯，大家不知道吧?! 嘗過不會失望
的喔! 品茶之餘，簡餐之外，他們還有甜點，他們
慶助新張，他們也加入許多新的，因為老闆是廣

東人，所以他們加了很多港式的甜點，包括芒果
糯米糍，楊枝甘露，還有着來自東南亞的榴槤口
味的甜品等。

由於衍茶是KAT的在地品牌，不須像一般連鎖
品牌僅侷限於單一飲品，而提供多樣化的選擇，
且Jeff 將根據顧客的反應推陳出新! 衍茶的店面是
KAT中少有眾多靠窗位置的店面，所以在這裡跟朋
友小聚喝杯茶，到了飯點，再接著點餐，然後加
上特色甜點，在這個輕食總匯裡輕鬆度過一個美
麗的聚會! 除了堂吃外，不要忘了你也可以一站式
在KatyAsianTownTX.com上點衍茶的美食, 當然也
可以加上其他商家的美食!

Katy Asian Town的整合外賣平台因應疫情而

生，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的努力，不僅讓大
多的KAT商家在居家 (Stay Home) 的期間，能夠維
持開店運轉，而且也讓許多Katy的居民在家就能
點遍KAT的眾多美食，還能免運送到家! 然後如果
您不是在KAT周圍8miles以內，也可以在網上點了
餐後，我們AMA On-The-Go的年輕人，就會到各
商家幫你取餐包好，你只要開到聯禾地產的門口
，我們就會有”人工得來速”， 讓你們可以免下
車，直接把你的餐點送給你。AMA Group的創始
人Josie 林女士出錢出力，且開放她的聯禾地產的
辦公室做為這個平台的據點，希望藉由這樣整合
的努力讓大家一起推廣KAT的亞洲風味，基於許多
正面的反饋，創新的 KatyASianTownTx.com將是便
民又利商的平台，希望更多的朋友支持!

衍茶衍茶~ Katy Asian Town~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的在地品牌凱蒂亞洲城的在地品牌,, 輕食總匯輕食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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