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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天現日祈天現日》》網路直播網路直播

「「十鼓擊樂團十鼓擊樂團」」演出演出 1010 首作品首作品
黑夜將盡黑夜將盡﹐﹐曙光再現希望曙光再現希望
向全世界第一線抗疫醫療人員表達敬意與謝意向全世界第一線抗疫醫療人員表達敬意與謝意
演出時間演出時間::美國中部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55 月月 2222 日日((週五週五))晚間晚間 99 點點
開始開始﹐﹐歡迎愛樂的朋友上線觀賞歡迎愛樂的朋友上線觀賞﹐﹐詳情請見詳情請見: https:: https:
//tendrum.com.tw/TpNewsInfo/zt///tendrum.com.tw/TpNewsInfo/zt/210210
Youtube ChannelYoutube Channel 11::
https://youtu.be/MgxuENisOUhttps://youtu.be/MgxuENisOU88﹔﹔
Youtube ChannelYoutube Channel 22::
https://youtu.be/MIboxIyAOwUhttps://youtu.be/MIboxIyAO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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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動物園發言人向中新社記者表示德國柏林動物園發言人向中新社記者表示，，柏林動物園在供應竹子柏林動物園在供應竹子
方面未受新冠疫情影響方面未受新冠疫情影響，，目前旅德大熊貓壹家四口健康狀況均十分良好目前旅德大熊貓壹家四口健康狀況均十分良好
。。園方表示園方表示，，除周末和節假日等入園遊客較多的時段外除周末和節假日等入園遊客較多的時段外，，人們已可在大人們已可在大
熊貓館見到雙胞胎熊貓館見到雙胞胎““夢想夢想”“”“夢圓夢圓””的身影的身影。。這對雙胞胎的體重均已達這對雙胞胎的體重均已達
到到1919公斤左右公斤左右。。圖為大熊貓雙胞胎圖為大熊貓雙胞胎““夢想夢想”“”“夢圓夢圓””與母親與母親““夢夢夢夢””
在大熊貓館親子樂園內在大熊貓館親子樂園內。。

探訪德國首個為無家可歸者開設的新冠隔離點探訪德國首個為無家可歸者開設的新冠隔離點

德國首個為無家可歸者開設的新冠隔離點在柏林火車站旁的慈善組德國首個為無家可歸者開設的新冠隔離點在柏林火車站旁的慈善組
織織““城市使命城市使命””房舍內啟用房舍內啟用。。這壹隔離點共有這壹隔離點共有1616張床位張床位，，主要收留那主要收留那
些有輕度新冠癥狀的無家可歸者些有輕度新冠癥狀的無家可歸者。。據該組織介紹據該組織介紹，，柏林目前有約柏林目前有約44萬無萬無
家可歸者家可歸者，，盡管官方尚未公布無家可歸者感染病例盡管官方尚未公布無家可歸者感染病例，，但專家擔憂新冠病但專家擔憂新冠病
毒已在這壹人群中傳播毒已在這壹人群中傳播。。圖為隔離點內的床位圖為隔離點內的床位。。

伸手可及的海洋大塊頭伸手可及的海洋大塊頭
鯨魚在遊船邊鯨魚在遊船邊““求摸摸求摸摸””

6161歲的攝影師歲的攝影師Franco BanfiFranco Banfi拍攝到鯨魚遷徙經過墨西哥下加利福拍攝到鯨魚遷徙經過墨西哥下加利福
尼亞州的畫面尼亞州的畫面，，由於鯨魚皮膚上有藤壺寄生由於鯨魚皮膚上有藤壺寄生，，因此鯨魚成功將自己偽裝因此鯨魚成功將自己偽裝
成巨大的成巨大的““巖石巖石”，”，徘徊在船只附近徘徊在船只附近，，人可以近距離撫摸它人可以近距離撫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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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5G不香、再遇“黑天鵝”
尾部手機廠商面臨生存危機

中國信通院發布2020年4月國內手

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報告顯示，2020

年4月，國內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4172.8

萬部，同比增長14.2%。但1-4月，國內

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累計9068.1萬部，

同比下降20.1%。而不久前IDC發布的報

告則顯示，華為第壹季度在中國市場份

額為42.6%，遠超排名第二到第四vivo、

OPPO和小米的總和，蘋果排名第5，市

場份額僅為7.6%。不少曾經名噪壹時的

手機品牌市場份額已少於1%。

曾經“教導”過雷軍做手機的黃章

壹直不見聲音。在手下幾員大將相繼出

走後，他的魅族不負眾望趕在2020年年

中前推出了5G智能手機。至此，魅族也

成為全面進入5G的手機廠商之壹。但是

，對這家前壹年出貨不足400萬臺的手

機廠商來說，即使拿到入場券，也可能

仍難以破圈逆襲。

5G曾是壹些競爭失利的廠商期待翻

身的籌碼，聯想和中興通訊都曾寄托於

此。但當5G網絡開始鋪設，長期觀察智

能手機行業的IDC分析師王希告訴新京

報記者，手機市場的頭部玩家基本已經

鎖定，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

已經變成壹超多強的格局。

對於下半年，券商中信證券、興業

證券近日宣布再次下調智能手機全球銷

量。與此同時，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廠臺

積電發出預警，該公司總裁魏哲家在法

說會上稱，全球智能手機市場預計會在

今年縮減近10%，“消費電子產品的表

現比我們原先的預估還要疲軟”。

分析機構的預警早在2020年初就已

經發布。綜合多家機構的報告發現，線

上渠道在短期內將成為消費者購機的選

擇，但是否有穩健的供應鏈能力成為考

核廠商的關鍵；上半年產品計劃的變化

，可能打亂廠商接下來的計劃節奏；消

費者預算縮緊，對行業內中小規模參與

者將造成沖擊，甚至面臨洗牌的危機。

壹位受訪分析師表示，到明年可能有兩

到三個玩家消失。

同處尾部陣營，廠商境遇大不相同
對於尾部廠商陣營，IDC分析師王

希告訴新京報記者，根據業務定位和公

司規模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頭部

公司的兄弟公司或子品牌、依靠集團或

者公司其他業務供血，以及其他獨立發

展的手機廠商。

最為硬挺的是第壹類，這些公司中

最典型的是OPPO分出的壹加、Realme，

以及小米投資的黑鯊。對這些廠商而言

優勢在於供應鏈采購，通常可以和其關

聯的頭部公司共享資源，壹起采購可以

減少成本壓力，又可以控制自身損益和

營收。盡管這些品牌在市場競爭中也會

遭遇風險，但是身處大品牌後，擁有自

己的品牌調性，以步步為營的方式前進

，抗震能力強。

壹加手機在北美對運營商的滲透領

先於其他中國手機品牌。2018年，壹加

用了11個月拿下T-Moblie的合作，該公

司CEO劉作虎曾表示，壹般而言談判周

期 需 要 16-17 個 月 ， 甚 至 兩 三 年 ，

T-Moblie內部都覺得這是奇跡。接下來

壹加又陸續突破了Sprint和Verizon。

Realme近壹年在新興市場的起量，

依靠的是差異化的定位。IDC報告顯示

，Realme2019年在印度市場份額已經從

壹年前的3.2%增長至10.6%，頭部玩家

小米、vivo和三星在第四季度都有陸續

讓出份額。在這背後，其團隊針對當地

市場調整了美顏算法，調教了手機性能

，並修正了高頻音區音質這些有當地特

色的需求。

對於第二類，主要是海信、聯想

、中興通訊以及中興孵化的 “努比

亞”。受訪分析師普遍認為，這些公

司的手機業務已經難以單個業務獨立

看待，需要其他業務反哺。從戰略層

面看，即使手機業務業績不堪，也不會

被砍掉，而是尋求其與其他業務相配合

，成為物聯網等業務的壹環。此外，王

希表示，海外市場如果起量，未來這些

廠商仍有潛力。

隨著負責手機中國業務的常程轉投

小米，聯想在這壹業務上的策略開始保

守。集團CEO楊元慶公開承認聯想手機

在中國市場的失利，中國區總裁劉軍表

示，手機在聯想的版圖中是智能物聯的

核心產品，參與行業競爭是持久戰。

最後壹類的典型即魅族、酷派這

些廠商。這類廠商受限於體量，沒有

供應鏈的議價權，也沒有辦法和大廠

競爭到最新的上遊元器件和技術能力

。隨著進入5G時代，產業鏈的合作更

為緊密，手機廠商想要和上遊聯合研

發，則需要投入資本。事實上，即使

頭部玩家投入聯合研發，很多技術也

未必成功。

這也導致第三類廠商所能做的就是

在細節上的創新。壹位手機行業分析師

表示，這些創新要麼是大廠沒有想到，

要麼是權衡下來不去作的，更多的是細

節的優化。大廠每年花費巨大的人力財

力做消費者調研，這成為每壹個立項的

基礎，而小廠的用戶基礎不大，調研結

果就會有偏差，或者更多在其他廠商沒

有想到的細節上進行雕琢創新。

黑天鵝之下，5G是否為成敗關鍵？
按照5G建設周期，2020年換機潮已

經開始逐步出現。2019年智能手機銷量

下滑2%，就曾被多家分析機構解讀為是

消費者在等待5G新機型出貨。不過，當

下市場的反應並不熱烈。

王希告訴新京報記者，廠商需要做

出兩個預判，其壹是未來 9到 10個月

的消費者需求，這是壹代產品的研發

周期，另壹個則是壹兩年內5G對市場

帶來的變化。從目前來看，5G對消費者

體驗的提升，即使是壹線城市用戶也比

較有限。

從中國市場來看，雖然存在疫情的

影響，但推動整個行業需求的仍是內部

切換邏輯。對普通消費者來說，手機只

是壹個工具，到了生命周期末就會選擇

更換。在體驗未發生變化時，這並不會

成為換機的主要理由，與之相反，預算

仍是決定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關鍵因素。

這也就封堵了尾部廠商可以借助5G

改變市場格局的機會。多數受訪對象贊

同，即使5G有巨大的提升，也還是需要

依靠大廠的產品引領，尾部廠商的機會

並不大。因為大廠商可以迅速將產品的

價格下降至主流價格段，而消費者對品

牌認知也會讓其對大廠有足夠的黏性。

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蘋果。蘋果的

季度業績顯示 iPhone 11 雖然沒有推出

5G版本，但仍然頗受歡迎。與此同時，

蘋果有大量的存量用戶，Wedbush的分

析師表示，大約三分之壹iPhone手機已

經到達需要更換的年限。其他受訪分析

師對此也表示認同。

除了5G紅利，部分廠商需要尋找新

的變現渠道。魅族在最近壹場發布會上

稱，其將進入企業定制市場。該公司壹

位高層告訴新京報記者，之前就曾收到

企業提出批量定制的需求，而由於需求

比較復雜豐富，魅族進入這壹市場比較

遲緩。

vivo從2016年就籌劃成立政企業務

事業部，隨後陸續推出產品。2020年 5

月，vivo開始銷售首款政企5G手機，通

過行業定制的雙域系統將工作和個人生

活完全隔離成為兩個操作空間。該公司

曾透露，政企市場月出貨量的增幅達到

了50%。OPPO也單獨開設了政企網頁，

強調聯合開發和管理安全等，小米則在

招募政企服務合夥人，並在官網介紹了

可定制的細節。

壹位手機行業分析師表示，政企業

務市場增量的關鍵階段會出現在5G應用

初期。5G到來後，在消費者市場上的應

用場景相對有限，但是在政企市場上，

應用場景相對更多。

不過，目前政企定制主要是軟件

層面，和硬件相關的主要是後殼刻字

。與消費市場相比，政企市場的利潤

會高壹些，而且競爭沒有消費市場那

樣白熱化。這壹市場之所以成為這兩

三年手機廠商努力的方向，是因為政

企市場雖然只占5%的份額，但換算下

來也不小。

“同樣是增長20分，在壹個70分的

市場做到90分很難，但在壹個50分的市

場做到70分，還是容易點”。王希說。

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2 新聞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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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疫情

前，來自香港的“95後”彭嘉雯在上海一家彩

妝公司任產品經理。疫期內，在家的工作量並未

減少，報酬卻並不相稱，這樣的狀態讓早已萌生

創業念頭的她下定了辭職決心，開始自創美妝品

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彭嘉雯說，要創業、跳出舒適
圈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每天只要
安安分分打工就有兩萬塊（人民幣）
工資，何樂而不為？但現在你貼錢做
還有可能是虧的，你還會做嗎？”

選擇在滬創業，彭嘉雯是看中了
上海獨特的地理優勢。“當然是在上
海創業好啦，資源很充足！上海因為
地理環境，周邊有很多代工廠都在嘉
興、奉賢、浙江，而且那麼出名的義
烏就在旁邊。”

不僅如此，彭嘉雯直言，其實各
地都有獨特優勢，如果可以充分利

用，將有助於企業發展。“廣州那邊
做營銷會比較便宜，廣州人的消費數
據很高。香港的話是marketing，香港
可以用的是他們的經濟和思維邏
輯。”

“如果香港的年輕人要創業我會
推薦他們過來（上海）的，但很多時
候他們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顧慮。但
年輕人只有去很多不同地方去嘗試，
才能夠嘗試，出自己適合的。”

她說：“世界很大，香港市場很多
時候勞動市場都是本地人，流動性太弱
了。不像內地、不像上海，會有很多地
方的人被吸納來。”

上海周邊工廠多 勞動力來源豐富
2017年，從香港公開大學檢測與認證專業畢業的她通過“敢創未來．滬港青年就業創業計劃”選
擇了一家和自己的興趣吻合的美妝企業。

她說，如果不是誤打誤撞在朋友的慫恿下報了名，自己
也不會去上海工作。“所以我就一個人來了上海，如果不是
她當時拉着我報名，我是從未想過要來上海的，因為我是一
個獨立能力很糟糕的人，之前完全沒有想過會脫離爸爸媽
媽。”

誤打誤撞赴滬 工作中學語言
彭嘉雯說，能夠順利開始創業，之前從產品專員到產品

經理的從業經歷很有幫助。當時，因為工作原因，她需要大
量和廠家溝通，然而初到上海的彭嘉雯卻完全不會講普
通話。她說，自己是在和供應商溝通，和他們“吵
架”的過程中，把普通話學會了。

“以前工作真的太忙了，日常生活的節奏好快，完
全沒有時間去思考自己未來的規劃。這個疫情真的是給
到我一個按暫停的機會，讓我能夠好好去思考。想回到
初心，一直想做自己的品牌，這是就算失敗也想做的事
情。”

彭嘉雯和男朋友是同一個項目到上海的港青。“剛巧
因為男朋友是影視行業的，疫情至今他們遲遲未能復工，
我決定創業後就問他要不要一起，他很支持我。”“團隊
很快就成型了，而且因為（他們）是朋友，目前給他們的
工資可以有個友情價，才能讓我壓力不會太大。”

看好護手霜市場 料7月上市
不過作為創始人，彭嘉雯也要熟悉採購、財務、法律

法規等全方位的知識。除了白天的工作和會議外，晚上10
時多收工後，還要和男友兩人開始上網課學習相關專業知識
至凌晨。

雖然彭嘉雯的初衷是彩妝，但她卻將手霜作為首個推
出的產品。

“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消毒液最近用很多，手會
乾，我們就注意到了近期手霜的增幅是很顯著的，於是
決定第一波產品做手霜。現在所有人都戴着口罩，除了
眼妝誰看到你其他的妝容。而且從整個市場看這兩年彩
妝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很多國貨加入了和大牌的競爭
當中，反而是護膚品成了黑馬。”

“計劃7月上市，其實時間上蠻急的。一般開發產品最
快要四五個月或半年，但我每晚一個月就要多付員工一個月
的工資，現在這方面雖然有友情價，但一個月也有七八萬
（人民幣）的支出，所以我只給了自己三個月的時間。”

■■彭嘉雯在測彭嘉雯在測
試產品試產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港青彭嘉雯在上海創業。圖為彭嘉雯在自己房間裡辦公，牆上貼
着業務推進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疫境按下暫停鍵
轉念實踐創業夢

“95後”在滬港青彭嘉雯：

����



BB4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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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20 -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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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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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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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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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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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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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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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Tuesday, May 19,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5月19日       Tuesday, May 19, 2020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3333兆紓困兆紓困兆紓困兆紓困﹑﹑﹑﹑疫苗神速計畫疫苗神速計畫疫苗神速計畫疫苗神速計畫﹑﹑﹑﹑台基赴美設廠台基赴美設廠台基赴美設廠台基赴美設廠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持
續延燒﹐美國四月份零售業報表暴跌的
16.4%﹐面對居高不下的疫情﹐美國卻有
叁分之二的州已經展開重啟腳步﹑也沒
有相應的疫苗﹐如今這樣的現實情況﹐我
們應該如何因應﹖今天新冠疫情追蹤報
導﹐帶您掌握最近值得關注的幾大議題﹒
叁兆紓困案揭兩黨角力叁兆紓困案揭兩黨角力﹐﹐但通過仍勢在但通過仍勢在
必行必行﹖﹖

美南報業董事長李蔚華表示﹐疫情已經
美國國會山莊中530多位國會議員之間
開始延燒﹐若叁兆紓困案不通過﹑救火不
及﹐這樣的失敗可能會嚴重影響年底選
戰﹒因此李蔚華認為﹐這些議員必定會
為了自己的選民﹐努力爭取到這筆錢﹒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認為﹐因為民主黨

掌握眾議院﹐因此此案應該能在眾議院
順利通過﹒然由共和黨主控的參議院卻
明言﹐不必將案子送來﹐反正也通過不了
﹒有鑑於先前連續通過的4項紓困案﹐
目前共和黨與白宮對此次巨額紓困持保
留態度﹐必須先觀望先前幾次紓困案的
績效為何﹐才會考慮下一步﹒然而﹐黃瑞
禮指出﹐若當到了民眾與地方政府都哀
鴻遍野的地步時﹐此案的通過仍然是勢
在必行﹒

李蔚華指出以過去的兩兆紓困案來看﹐
每個家庭照理來說可以分到15916元﹐
但兩兆中有95%都挪給別的用途使用﹒
而此次叁兆紓困案中﹐一兆將撥給地方
政府運用﹐因為許多州政府與市政府都
即將面臨破款窘境﹐因此這次法案不只

民主黨需要﹐對於共和黨也十分迫切﹐因
此他認為最後肯定還是必須簽署這項法
案﹒
叁兆法案中叁兆法案中﹐﹐值得關注議題值得關注議題﹖﹖
資深醫學博士朱全勝指出﹐目前叁兆法
案中有一項值得關注的「英雄法案」（He-
roes Act）﹐將會提供大約2000億美元
的資金﹐給予在高危狀態下工作的行業﹐
讓他們有一定的危險補助﹒此外﹐也會
有7500億美元用在冠狀病毒測試上﹐讓

更多人接受測試﹒
針對兒童﹐也有一樣營養補助計畫﹐將補
助兒童15%的食品費用﹐因為許多貧困
家庭﹐目前連餐食都出現問題﹒此外﹐面
對疫情許多人失業﹑餐廳生意寒冬﹐也會
提供照護屋主與房客的補助﹒
防疫久未見效防疫久未見效﹑﹑不見疫苗不見疫苗﹐﹐美國醫療體系美國醫療體系
難題難題﹖﹖
李蔚華指出﹐美國的醫療體系制度與中
國等其他國家不同﹐多半由私人企業掌
控﹐換句話說﹐是對富人在服務的﹐而低
層階級無法受到照應﹒也無法做到中國
由公療體系來掌控局面﹐因此是目前抗
疫的難題﹒
黃瑞禮指出﹐目前在華府地區受到熱議
的還有「疫苗議題」﹐前陣子美國政府負
責研發對抗冠狀病毒疫苗的機構首長蔔
萊特（Rick Bright）因反對川普﹐慘遭拔
官﹒而白宮目前正在著手進行一項疫苗

「神速計畫」﹐堪比當年二戰時原子彈「曼
哈頓計畫」﹐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在今年

11月推出1億劑疫苗﹒
朱全勝也指出﹐15日美國白宮召集開會
指出﹐不管疫苗是否研發出來﹐「復工」都
刻不容緩﹐並任命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
oSmithKline）高管西夫·斯勞伊（Mon-
cef Slaoui）與美國四星上將佩爾那（Gus-
tave Perna）共同領導這項神速計畫的工
作﹒
朱全勝表示﹐目前白宮已發現約十種可
能的疫苗苗頭﹐其中有幾種可以馬上進
行臨床測試﹐能否成功﹐當然也十分未知
﹒若是能成功當然樂見其成﹐畢竟沒有
疫苗﹐就意味著民眾出門﹑上班﹑日常生
活﹐都會沒有安全保障﹒
國際新知國際新知﹕﹕台積電宣布將於美國亞利桑台積電宣布將於美國亞利桑

那州設廠那州設廠
美南新聞達拉斯特派記者王小穎指出﹐
台積電等半導體行業對於美國經濟發展
至關重要﹐支撐了人們生活中的各種層
面﹒因此此次設廠消息勢必會加速美國
半導體展業發展﹐也會使亞利桑那州作
為全球技術產業中心的崛起﹒
然在美國設廠的成本高﹑也要考慮到生
產是否會符合規模經濟﹑以及大筆投資
額回報的時間點﹐都會成為建廠的考驗
﹒除此之外﹐美國缺乏完整半導體產業
鏈的事實﹐也就意味著必須提高運輸成
本與勞動成本﹐因此值得觀望﹒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約約
翰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學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University））健康專家週日說健康專家週日說，，新型冠新型冠
狀病毒疫苗可能會在年底前出現狀病毒疫苗可能會在年底前出現，，但但
不要不要““靠它靠它”。”。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
學院衛生安全中心主任湯姆·英格萊斯
比博士（Dr. Tom Inglesby）在美國全
國廣播公司（NBC) 新聞“與媒體見面
”上露面時發表了評論。

英格萊斯比說，疫苗通常需要一年
到一年半的時間，短時間是不現實的，
但是圍繞大流行的特殊情況使這種情況
成為可能。

英格萊斯比告訴主持人查克·托德
說：“我們應該抱有某種希望，如果一
切都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那麽到今年
年底我們可能會看到一種疫苗。”

“鑒於目前全球有110個疫苗項目
在進行中，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疫苗公司
都在以某種方式開展這項工作，並且鑒
於福西博士和斯勞伊博士指出，現在該
項目美國處於領先地位，他們倆都相信
這是可能的，我認為這是可能的。”英
格萊斯比說。 “但是，一切都必須以
正確的方式突破，並且有許多方式可能
無法正常工作。 因此，我認為我們不
應該依靠它。” 福西博士是白宮冠狀

病毒工作組的成員； 特朗普總統選擇
了斯勞伊來推動縮短生產這種疫苗所需
時間的努力。

英格萊斯比說，封鎖對於遏制病毒
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們的流行病是世界上最大的，
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五倍。 而且
，隨著時間的推移，您會看到曲線朝著
正確的方向移動，現在各州都應該考慮
如何非常仔細地重新開放並盡可能安全
地進行。”

英格萊斯比發表上述評論之際，美
國和歐洲的領導人都在考慮在市場上沒
有疫苗的情況下取消冠狀病毒限制的風
險。

衛生專家說，讓世界上每個人接種
一種疫苗可能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
間，而且他們警告說，過早放鬆限制可
能會導致病毒反彈。

相比之下，特朗普總統週日承諾，
美國人將迅速恢複正常，這聽起來更加
樂觀。

特朗普在周日 NBC 播出的慈善高
爾夫錦標賽中說：“我們正在研究疫苗
，正在尋找治療方法，而且我們離目標
非常遙遠。” “我認為它不會太遙遠
。但是，即使在疫苗到來之前，我認為
我們也會恢複正常。”

約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專家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專家：：
今年可能會提供冠狀病毒疫苗今年可能會提供冠狀病毒疫苗，，但不要但不要““靠它靠它””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中國駐中國駐
以色列大使杜偉以色列大使杜偉（（Du Wei)Du Wei) 週日週日（（55 月月
1717 日日））早晨被發現死於特拉維夫早晨被發現死於特拉維夫（（TelTel
AvivAviv））以北的官邸以北的官邸。。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證實了這一消息
。死者位於荷茲利亞（Herzliya）。

警方在現場，但未發表任何正式聲明
。

杜偉在2016年起出任駐烏克蘭大使，
今年 2 月獲任命，轉任以色列大使，到 3
月履新。他與妻子育有一杜偉最近一次露
面是上星期二，他與以色列外交部官員進
行視像會議，雙方就進一步加強兩國在國
際多邊領域溝通，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
交換意見。

中國駐以色列大使中國駐以色列大使
杜偉被發現死於官邸杜偉被發現死於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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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南鹏的
红杉传奇

2009年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消散

，四万亿强刺激政策刚刚出台；“抄底

”房地产的中产阶层，看着上涨的房价

欢呼雀跃，没买的则扼腕叹息；机械工

业巨头利润、股价狂飙猛进，三一重工

梁稳根成为了新的中国首富。

你有可能在孜孜不倦的准备毕业，

也可能沉浸在重工业的狂欢中，拿着高

昂的年终奖金，或者是还在苦哈哈的坐

在那敲代码，当时的工资可没有现在这

么高。

从此前的经验来看，每次经济危机

之后，都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业企业。

2009年前后，沈南鹏和他红杉中国的同事

一起，面临着这个关键的投资节点。

沈南鹏透露，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

投资，那一段时间他和同事共同编制了一

个“投资图谱”，对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

发展趋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剖析。

“在这个图谱中，哪些行业是正在

高速成长的或未来可能高速成长的？对

于那些尽管在经济组成中占了很大比重

，但是相对落后、成长乏力的产业，作

为投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这是我

们过去十年来最基本的投资逻辑”，沈

南鹏轻描淡写如此，但背后分析工作的

复杂庞大可想而知。

经过分析之后，沈南鹏坚定的将IT

、互联网为主的一批新兴企业，作为红

杉中国的重点投资目标。

根据后来的统计，2010前后，红杉

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每年投资

频率都达30次或更多，其中涉及互联网

应用的投资数量最多，占据了一半以上，

唯品会、美团网、京东商城、奇虎360等

项目早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布局。

投资的魅力就是如此，穿透现

实的迷雾，看到未来的价值。沈南

鹏做到了，由此铸造了红杉中国的

互联网传奇。

从创业者向投资人的转变

“红杉”原本是一种生存在北美大

陆上的高大树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壮

观的树种之一。

以其命名的红杉资本，于1972年在

美国硅谷成立，在成立之后的40多年之

中，红杉作为第一家机构投资人投资了

如 Apple, Google, Cisco, Oracle, Yahoo,

Linkedin等众多创新型的领导潮流的公

司，是全球最具实力的风险投资机构之

一。

创始人唐· 瓦伦丁以独特的“赛道

”理念，分析最具成长空间和可能的产

业，并在随后对整条“赛道”上的选手

，进行全面的投资，从而稳妥的抓住行

业发展腾飞的机遇。

2005年之前，中国投资产业仍在懵

懂中前行，拥有国际背景的创投企业中

，进入中国市场的并不多见，但显然任

何聪明的投资者，都不会忘记这个太平

洋彼岸的庞大市场。

在携程上市两年后的2005年9月，

沈南鹏、张帆与红杉资本一起做出了重

要决定——创立红杉中国基金。沈南鹏

也正式开始从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向专

业的投资人转变。

不囿于红杉美国的“赛道”模式，

沈南鹏治下的红杉中国，更多注重创业

者的个人能力和价值，沈南鹏如果有非

常欣赏的创业者，往往会从A轮开始，

一直持续不断的对其进行投资。

对于重点“赛道”上的重点“赛手

”，红杉中国丝毫不会吝啬手中的现金

，周鸿祎、王兴、陈欧等人，都是红杉

赛道+全周期投资最典型的代表。沈南

鹏不仅成功驾驭了红杉的“赛道学”，

也实现了中国创业特色的完美融合。

眼光毒辣的投资风格

红杉中国成立以来，在大多数的时

间里，专注于早期创业机会的投资，在过

去十几年的时间里，A轮投资所占的比重

超过7成，越向后期的投资就越少。

沈南鹏特别偏爱的，是尚处于初创

阶段的互联网企业，在2009年左右，他

和团队集中投资了一批电商企业，包括

美团、聚美优品、唯品会等等。这批企

业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大都成功的实

现了大额的股份增值或上市。

电商领域的投资之后，红杉再接再

厉，下一波被其看中的，是智能硬件企

业。

从2012年开始，智能手机市场呈现

出爆发式的增长，以小米为代表的创业

企业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历史上也是

极其罕见的。

沈南鹏并没有冲进热的发烫的手机

产业，而是另辟奇径，投资了包括Nine-

bot、大疆创新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能硬

件企业。

随着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日趋完善，

这些原本功能单一的硬件产品，都具备

了“智慧”的大脑，实现了更多互联互

通的新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关注。

大疆创新更是实现了全球范围内70%

的市场占有率，在很少融资的情况下，实

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大大超过了投资时

的预期。Ninebot也在成立时间很短的情

况下，并购了平衡车鼻祖Segway，成为

横跨中美市场的行业领军者。

显然，没有对行业发展规律极强的

分析、理解能力，以及对创业者综合实

力的洞察，很难达成这种极高的投资成

功率，也很难屡屡抓住行业龙头企业。

沈南鹏的新猎物：技术创业

在多轮成功的投资之后，沈南鹏的

眼光依旧刁钻，如今红杉中国将目光锁

定在了技术创业，以及企业服务领域之

上。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互联

网产业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特别

是互联网应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

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格局。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网络、游

戏、电商等领域取得领先之后，中国的

IT、互联网技术能力仍然相对薄弱，有

待补强。

整个互联网格局搭建完毕之后，市

场上也需要一些专注于技术的企业，让

这张网的运转更具效率，并通过分析能

力，让用户可以获得更方便、更专业的

网络应用服务。

在2015年年底，沈南鹏参加中国企

业领袖年会并进行演讲，表示中国新型

的“全球性”创业公司，必须有一个重

要的特征，就是其产品上一定是科技的

创新，而不仅仅是模式的创新。

以技术能力为此出发点，红杉在近

一两年的时间里再次投资了一批优质的

创业企业，包括李群自动化、凌云智能

、日志易、AnG等等，都是各个领域具

备核心技术能力的佼佼者。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

技术能力对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作用，

从而选择这些技术能力出众的企业，提

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进

而改造自身的业务、产品与管理。

沈南鹏认为，中国的VC、PE行业

发展时间还不长，似乎刚刚进入黄金期

。在这样的时间里，不仅有大量优质的

创业者、创业项目可以进行选择，也同

样有大量的社会资金，选择进入到创投

领域中。

资本的大浪淘沙，和实业产业的大

浪淘沙一样，不具备核心研究、投资能

力的资本终将退出投资舞台，这意味着

以红杉中国为代表的专业投资团队，将

有望在行业的成长过程中，将收获越来

越多的市场份额。

沈南鹏作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创业

者之一、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傲立潮

头，用一连串闪耀的投资名单，书写了

自己的投资传奇。

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风投之王，有人把他看作是“买
下半个中国互联网”的大鳄。他是沈南鹏，红杉中国的
掌舵者，一个能够看到未来的人。

在未来十年市场最好一年的9102，

支付行业经历了一场红红火火浩浩荡荡

的洗礼；在一次跨时代的技术升级，互

联网大佬前所未有的千亿补贴，万亿新

零售红利的鼓动下，多少人加入了一场

刷脸支付省代、市代、区代的大混战？

谁都可以交个三万即可拿下省代，坐享

百亿市场的分润，你错过了 2014年的

POS机，错过了16年的聚合支付，还将

错过19年的刷脸支付么？管道式收入，

躺赚分润，实现财务自由。能不能实现

财务自由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躺着确

实可以做个美梦。

整场闹剧从6月份开始，跟着夏天

的温度一起火热上升，到十月份第二轮

补贴政策进入高潮；同时随着各种维权

新闻爆出后，大部分人从这个时候开始

离场，浪潮退却，谁在裸泳？我们不排

除还是有真心想推广想经营市场的服务

商，而市面上80%都是收割代理费的皮

包公司。可怜大部分被收割的代理商，

为自己的认知错误买单，但还好他们还

不是最惨的。

回归到刷脸支付本身，市场反馈的

信息是怎样的呢？你家附近的超市、便

利店、药店、水果店有刷脸的设备么？

你之前是否已经有体验过，使用的频率

呢？体验效果如何？

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刷脸支付，

仅仅处在体验式阶段。对于商家来说，

稳定快捷方便的收银系统是他的最大的

需求，而目前使用的收款方式也基本满

足日常使用；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

，它必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更快

更安全便捷的功能，不然就没有它存在

的价值。

目前使用刷脸支付的人群，主要是对

新鲜事物接受度比较高的年轻人，但他们

更多不过只是想体验一下科技感而已。在

目前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每个人谁不是

机不离手的；出门忘带手机或者手机没电

的情况是有，但那也只是少数。对于少部

分商家想加快收银速度，解决顾客买单排

队的问题，如果指望刷脸支付的话，恐怕

也还需再等有些时日。 而从社会层面，

难道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研发推广的技术

，只是为解决少部分、低概率的问题？实

际上，刷脸技术的意义，远不止支付行业

。但如果只是用来升级支付方式，目前来

看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新产品推出市场时，必定需要投入

大量的金钱与人力进行推广，投放到市

场的每一台设备都打着大大品牌logo，

显示其官方身份权威认证，但事实上它

并不用为它买单。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大佬

豪掷上百亿出来补贴设备。看着是挺美

好的，补贴的金额基本与持平设备购买

价，但要拿到这笔补贴实则没那么简单

。那是建立在该台设备，消费者通过刷

脸支付的笔数进行补贴。而实际上消费

者买单的时候，刨除现金支付，更多的

还是使用二维码支付，根据市场观察刷

脸支付占比还不到20%。

众所周知，支付行业靠的就是支付

通道的流水手续费来生存，通常在市面

上收银通道的费率不能低于3.8‰，其中

有2‰的基础费率是支付大佬拿走的。对

于服务商来说，有这个差额好像利润还

是挺可观的。可谈论到这里，画风好像

有点不对劲，也就是说，刷不刷脸已经

无所谓了，核心还是费率问题。既然这

样，那么目前市面上看到的，正在使用

着的设备是从哪来的呢？

设备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

第一，大型品牌连锁等大商户。通过

与支付大佬战略合作，或者集团总部直接

对接官方，统一升级投放设备。

第二，小商家自购。由于原先店里使

用的收银系统为阿里系，可自己在网上购

买，并享用千分之二的费率，享用设备的

补贴，由自己掏钱购买，所以相应的会在

顾客买单的时候，向顾客推荐使用，这种

情景下，是刷脸支付最合理的使用状态；

第三，做第三方支付或者收银系统

的公司。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跟进市

场需求，加入这场刷脸支付的混战中，

防止由于市场变化而被淘汰；但由于费

率已经与商家定好，此时相当于升级设

备，如果升级设备后费率没变，那么产

生的成本只能自己承担了。如果升级设

备的费用由商家承担，商家肯么？

第四，即在这场刷脸支付浪潮中，

涌现出来的服务商及代理商。这部分服

务商和代理商凭什么能够入场分一杯羹

呢？从上文分析到的，唯一有竞争力的

就是费率；服务商已免费升级设备的缘

由进场，以更具诱惑力的费率更换商家

的收银通道。

此时，刷脸支付变成一个噱头，以

低费率的姿态进入市场与传统的收银系

统支付通道厮杀，结果呢？收银系统有

自己的保护机制，抵制第三方插件介入

，考验着服务商们的插件够不够硬。在

矛与盾的碰撞中，商家就是受益者么？

那可不一定，由于收银系统与插件

的排斥，造成在实际使用中收银频频出

现问题，这里就不提收款金额出错的致

命失误。更多的是，日常收款过程中出

现的收银系统卡顿停滞，拖慢本就配置

不高的收银电脑，打印机小票异常等；

对于顾客至上的服务行业，影响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这是致命的。

做支付行业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

单，刷脸支付并不是设备接上电源即可

使用。以为拿下个代理，分润就源源不

断的到你口袋的美梦，至此已碎。在收

银系统与插件的一两次与较量后，往往

商家为了让他的生意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还是用回原先的收银通道，让代理商

自己回去，解决好技术问题后再来。

那么服务商有什么核心技术？说白

了就是使用的那个几十M的插件，通过

安装这个插件在前台的电脑里，插件就

像病毒一样入侵收银系统，捕捉交易数

据，再骗过收银系统完成交易，实现切

换收银通道的目的。

收银系统做得比较好的,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自动升级，升级后就可能导致插件

无法正常使用。这就非常考验服务商的技

术问题了，但对于像每时每分都在产生交

易的超市，这就是致命的。超市开门营业

，不可能因为你插件故障而停止收银，服

务商的技术再强大，也需要时间更新插件

，同时服务商的人员能否及时到场更新插

件，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果，入场刷脸支付的服务商代理

商发现，刷脸支付万亿市场这是一个伪

市场。想退场，但望着仓库里压着的机

器，已经开封铺设出去后退回的刷脸设

备，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场浪潮中，相对来说被割韭菜

的代理商并不冤，那是为自己的认知错

误买单。恐怕输得最惨的是，这些到现

在还哭撑着耕耘市场，盼着未来能够在

支付行业分一杯羹的服务商们。希望你

们能够如愿吧，别最后又是出钱出力耕

耘市场，到头来还是为别人做嫁衣。

那么，在这场浪潮中谁受益了呢？

有，有两类人收益了。其一就是在早期

，未暴雷之前通过收割代理费而暴富的

服务商；另外就是开发制造售卖设备的

一众大佬们。

最后问题来了，谁来打扫这一地的

鸡毛呢？

一地鸡毛的刷脸支付，谁来打扫?

德州疫情相關新聞德州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宣布新一輪的複工計劃宣布新一輪的複工計劃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大休斯敦地區病毒
感染人數感染人數 1478414784 人人,, 382382 人死亡人死亡,,56075607 人痊癒人痊癒..德州感染德州感染
人數人數4747,,784784 人人，，13361336人死亡人死亡。。全美感染人數全美感染人數15317271531727
，， 8993289932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上個星期六當天有德州上個星期六當天有18011801人新確診的冠狀病毒人新確診的冠狀病毒

感染者感染者，，也成為疫情爆發以來也成為疫情爆發以來，，創下一天確診人數的創下一天確診人數的
記錄記錄。。

當天當天，，超過超過 700700 人的感染者來自人的感染者來自 AmarilloAmarillo 地區地區，，
這也是和肉類加工廠員工感染事件有關這也是和肉類加工廠員工感染事件有關。。

上週六上週六，，德州一共完成了德州一共完成了3247932479起新的病毒測試起新的病毒測試
，，成為德州疫情以來的第叁個最高測試數字成為德州疫情以來的第叁個最高測試數字。。 55月月1313
日日，，一共有一共有4929549295 德州民眾做了病毒測試德州民眾做了病毒測試。。 。。

截至到截至到55月月1616日日，，德州一共完成了至少德州一共完成了至少678678,,471471的的
測試數量測試數量..

今天今天，，德州州長艾伯特召開記者會德州州長艾伯特召開記者會，，宣布新一輪宣布新一輪
的複工計劃的複工計劃，，包括辦公樓包括辦公樓，，健身房和加工企業等行業健身房和加工企業等行業
的複工的複工。。具體的措施仍需要遵守社交距離具體的措施仍需要遵守社交距離，，呼籲民眾呼籲民眾
勤洗手和戴口罩勤洗手和戴口罩。。

休斯頓市政府週二將舉行第一次網上市政會議休斯頓市政府週二將舉行第一次網上市政會議，，
蓋溫斯頓郡縣本週叁將為所有居民提供免費的病毒測蓋溫斯頓郡縣本週叁將為所有居民提供免費的病毒測

試試。。
休斯頓地區為學生的食品發放仍在進行休斯頓地區為學生的食品發放仍在進行，，需要的需要的

居民請參考本週休斯頓獨立學區開展的相關活動信息居民請參考本週休斯頓獨立學區開展的相關活動信息
。。

週一週一，，休斯頓獨立學區食品發放休斯頓獨立學區食品發放：：
Shadydale Elementary School,Shadydale Elementary School, 59055905 Tidwell Road,Tidwell Road, 99

a.m.a.m.
Jones Futures Academy,Jones Futures Academy, 74147414 St. Lo Road,St. Lo Road, 99 a.m.a.m.
Revere Middle School,Revere Middle School, 1050210502 Briar Forest Dr.,Briar Forest Dr., 1111 a.a.

m.m.
NRG Stadium Yellow Parking Lot Main Entrance,NRG Stadium Yellow Parking Lot Main Entrance, 22

p.m. top.m. to 77 p.m.p.m.
Highland Heights Elementary School,Highland Heights Elementary School, 865865 PaulPaul

Quinn St.,Quinn St., 33 p.m.p.m.
Fleming Middle School,Fleming Middle School, 49104910 Collingsworth St.,Collingsworth St., 33 p.p.

m.m.
本週更多食品發放信息請參考本週更多食品發放信息請參考
https://www.clickhttps://www.click22houston.com/food/houston.com/food/20202020//0505//0505//

list-of-food-distribution-sites-in-the-houston-arlist-of-food-distribution-sites-in-the-houston-ar--
ea-this-week/ea-this-week/

富含維生素富含維生素CC的陽光金果奇異果應季熱銷中的陽光金果奇異果應季熱銷中
(本報訊) LOS ANGELES,

California April 27, 2020-來自新
西蘭的富含維生素 C 的陽光金
果奇異果上市啦！對於關註疫
情的廣大消費者來說，這真是
個令人愉快的好消息。為了滿
足人們提高免疫力的需求，今
年佳沛陽光金果奇異果上市的
時間比往年提前了。今年佳沛
品牌更換了全新的商標，購買
前請仔細分辨。

就營養方面來說，每 100g
的佳沛陽光金果奇異果富含
161.3mg 的維生素C，這個含量
是柳橙的 3 倍，蘋果的 35 倍。
陽光金果奇異果可以完全滿足

人體每日所需維生素 C 的攝入
量。此外，陽光金果奇異果還
富含葉酸，鉀元素、抗氧化劑
以及其他人體所需的主要營養
元素。佳沛陽光金果奇異果與
其他的奇異果相比，更加香甜
可口，更有營養。尤其是疫情
期間，孩子們在家待的時間更
長了，家長們可以把陽光金果
奇異果當成最好的天然零食。
最近的社交媒體顯示，廣大消
費者們很喜歡發布一些關於食
用奇異果的創意菜譜。

另 外 ， 在 “safer-at-home
”的政策下，很多人都擔心待
在家裏會長胖，奇異果則是幫

助控制體重的最佳水果。因為
奇異果是一種低卡路裏的水果
，有利於健康安全地減肥。

擁有美味口感和豐富營養
的陽光金果奇異果正在各大亞
裔超市熱銷中，例如 99 大華超
市、H mart韓亞龍超市、Galle-
ria 海鷗超市、Zion 心安超市和
Hannam漢南超市等。佳沛陽光
金果奇異果，不僅是母親節的
送禮首選，更是送給親朋好友
的健康水果。了解更多關於
Zespri奇異果信息和菜譜，請訪
問www.zesprikiw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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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在五月十六日贈送美南大專校聯會在五月十六日贈送
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倉庫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倉庫 ((上上))

YMCAYMCA地區負責人感謝美南大專校聯會地區負責人感謝美南大專校聯會 幫助因新冠病毒失業幫助因新冠病毒失業
及需要幫忙的休斯頓市民們及需要幫忙的休斯頓市民們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以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以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幫助轄區幫助轄區55
個州捐贈大量口罩個州捐贈大量口罩

美南大專校聯會葉宏志美南大專校聯會葉宏志,,會長會長 徐小玲徐小玲,,副會長何美齡與副會長何美齡與 經文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共襄盛舉處陳家彥處長共襄盛舉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在地市議員休士頓在地市議員JJ區區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應邀參加贈送典禮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應邀參加贈送典禮

西南管委會印裔董事自己單獨捐贈一萬元給西南管委會印裔董事自己單獨捐贈一萬元給 HOUSTONHOUSTON
FOOD BANKFOOD BANK 並與並與 主席李雄合影主席李雄合影

HOUSTON FOOD BANKHOUSTON FOOD BANK 主事人主事人 William TayarWilliam Tayar接受美接受美
南大專校聯會葉宏志南大專校聯會葉宏志,,會長會長 徐小玲徐小玲,,副會長何美齡副會長何美齡,,經文處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JJ區區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 市議員市議員 ,,西南管委會主席西南管委會主席
李雄李雄 等等 贈送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倉庫贈送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倉庫

州眾議員吳元之以大家一起來我們一定可以共同度過這個州眾議員吳元之以大家一起來我們一定可以共同度過這個
世紀災難世紀災難，，克服任何艱苦難關克服任何艱苦難關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疫
情期間，對社區抗疫不停提
出建言的休市知名中醫針灸
師盧林近期再提其看法。他
說：近來政府似乎認識到以
往的抗疫防疫有漏誤之處，
有所檢討，這也是好的態度
。他的問題是以後的工作如
何展開，如何吸取教訓，怎
樣以腳踏實地的改正錯誤，
以全身心地撲在抗疫防疫工
作上。美國人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會在不久的將來把選

票投給做好防疫抗疫的人。
盧醫師說：近來從電視

中看到這場新冠肺炎的流行
，在美國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均居世界第一，這是一個什
麼概念 ? 是很嚇人的數字。
這讓多少人失去歡笑，又有
多少人妻離子散 ? 疫情無情
，人有情。許多醫護人員，
冒著生命奮戰在抗疫的第一
線，有人被新冠病毒恙染了
，倒下了，就有人衝上去接
著幹，這是多麼可貴的精神

! 但由於政府的措施跟不上
，也缺少預測手段和有效的
隔離措施，使疫病繼續漫延
得到很快，而不是因夏季到
來使疫病自然減滅消失。如
果政府不採取有效防範，很
可能使疫情蔓延到今冬明春
，讓美國的經濟損失更慘重
，那時誰來當總統也無可奈
何了，美國人民就慘了。

盧醫師認為：現在繼續
加強抗疫防疫是當務之急，
不但不能鬆動，而且要加強

管控。美國政府，尤其是疾
控中心的專家們，要有堅持
真理，修正錯誤的決心，更
加發揮你們的聰明才智，加
強領導。同時也要學習人家
的先進防抗經驗，組織更多
的醫護人員，把有經驗的中
醫針灸師也組織起來，中西
醫團結合作，這比現在西醫
單槍匹馬要強，一起來防控
新冠肺炎的漫延擴散，一定
會加快取得抗疫的有效勝利
。

繼續抗疫是當務之急繼續抗疫是當務之急
訪中醫針灸師盧林訪中醫針灸師盧林

抗疫期間依然可以光彩煥發抗疫期間依然可以光彩煥發
「「漂亮人生漂亮人生」」 使您煥然一新使您煥然一新

（本報記者秦鴻鈞 ）相信每一個人在
未來寫回憶錄時，都很難忘懷2020年那一
段那裡也去不成，宅在家度日如年的日子!
除了超市、部分餐館還可以供應我們最基
本的生存需求，其他一律百業關門。為了
避開與人的接觸，連剪個頭的機會也無。
除了有些人實在憋不住請家人代剪個 「狗
啃頭」 之外，其他愛美心切的人還是忍住
心急，耐心靜待大師開業那天。

終於等到5月8日， 「敦煌廣場」 的
「漂亮人生」 重新開業那天。只見店內十

多個座位，只用了二個，為保持人我距離
，老闆阿明連平日的洗頭師傅，染髮師一
律省了，老闆親自打理。不僅仔細、認真
，經他的剪下妙手處理，整個人馬上煥然
一新，一掃平日的頹廢、睏乏。

在頭髮還在整理的最後階段，下一位
預約者準時到來，明明店內有沙發茶几，
疫情期間還是小心為好。老闆阿明輕輕幾
句話，客人馬上乖乖的回到門外車上等，
給坐在店內的客人無比的安心。而且在修

整頭髮的全程中，無論工作人員或客人，
都全程戴口罩，予人無比的安心。

「漂亮人生」 由有十多年經驗的著名
美髮師阿明主持。中國城店在 「敦煌廣場
」 ，糖城店在六號公路上新開的 「百佳超
市」 內。阿明的客人只要跟了他，都不會
去找別人，他不僅剪髮技術一
流，且懂得亞洲人的髮質，將
最先進的設備與產品，以藝術
及技巧將您的頭髮鬼斧神工，
加添色彩，使您走出該店，立
即煥然一新，與原先的外貌若
盼兩人。

「漂亮人生」 服務還包括
：日本資生堂熱燙拉直，韓國
最先進電石器電棒陶瓷燙，增
加頭髮量救星的內爆燙、最先
進焗油將為您打通頭髮毛孔、
預防脫髮、修復受傷髮質等。

「漂亮人生」 疫情期間的
營業時間為周日至周四上午十

時至晚間七時，周五、周六為上午十時至
晚間八時。中國城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糖
城地址：3412 Hwy 6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聯系電話：713-771-1838， 或（手
機 ）347-567-6426

為為 「「敦煌廣埸敦煌廣埸」」 內的內的 「「漂亮人生漂亮人生」」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疫情期間圖為疫情期間，，由阿明由阿明（（中立者中立者））主持的主持的 「「漂亮人漂亮人

生生 」」 嚴謹內部嚴謹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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