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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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星期四
Thursday, May 28, 2020

王藝達王藝達 女士女士
房地產專家房地產專家
業界經驗豐富業界經驗豐富
擁有專業團隊負責投資管理諮詢擁有專業團隊負責投資管理諮詢
商鋪買賣招租項目及土地開發工程公司商鋪買賣招租項目及土地開發工程公司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BB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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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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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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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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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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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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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超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董

事長 王守聰：
◆延長產業鏈，通過發展倉儲、加工、運

銷，然後把農民從土地裏轉移到工廠
裏，讓農民在工廠裏就業。還有加強培
訓，把農民培養成技術工人，這樣才能
使就業更加持續，收入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商聯副主席、天

能集團董事局主席 張天任：
◆傳統製造業都在機器換人，用工勢必會

逐步減少。我們認為只有通過技術、產
品和市場創新，能夠產生新業態、新產
業、新模式，使這種新產業、新模式產
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使我們所有的剩
餘勞動力都能根據自己的特長、自己的
需求，在不同的領域找到自己力所能及
去幹的崗位上去幹活。

全國人大代表、三門峽市市長 安偉：
◆就業一頭連着百姓一頭連着發展，保就

業就是保民生、保穩定、保發展，這次
突如其來的疫情形勢使“宅經濟”和
“雲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大力發展電
商產業，電動出租車、網約車服務、文
案兼職、外賣、配送等新的經濟業態增
加新的就業崗位。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局局長 楊光：
◆高校畢業生就業一直是穩就業的重中之

重。我們在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上給
予企業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最長三年的
社會保障補貼和一年的崗位補貼。同時在
支持畢業生創業上，給予最長三年、最高
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全額貼息擔保貸款，為
同學們提供更充足的就業機會。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華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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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群體一直是全國政協委員張義光最為牽掛的，作
為陝西建工集團這家業務遍及全球27個國家的大型

建築企業的掌門人，張義光坦言自己與農民工打交道比較
多，因而這幾年一直在為他們發聲。

還有大批農民工未返城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

其中1.7億人外出打工。“如此龐大人群的就業，如何保
障他們的權益，這不僅關係着穩就業、促民生的大目
標，同時也是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防止
返貧的關鍵舉措和基本保證。” 赴京前夕，張義光再次
奔赴陝西南部某機場建設工地上，同農民工深入交流，
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政
協委員和一家建築企業的負責人，掌握農民工就業、薪
酬發放和技能培訓、社會地位等問題的第一手材料，這
是最基本的要求。調研後，他把農民工群體是企業發展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的建議寫入提案。
今年疫情期間，陝西建工集團承接了西安公共衛生中

心建設的緊急任務，2,400名參建員工經過九天九夜的奮
戰，創造了陝西建築業的奇跡。“這裏邊農民工佔到了
2,200人，讓我非常感動，也更堅定了我為他們爭取更多權
益的信心。”春節後，張義光發現受疫情影響，很多農民
工遭遇打工難問題。“今年的疫情把多年來的規律打破
了，雖然很多地方採取了包機、包車、包專列的‘點對
點、一站式’直達服務，但還是有一大批農民工未返
城。”張義光表示，疫情是一面鏡子，折射出農民工用工
荒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疫情恐慌只是一個方面，一些政策
機制、管理制度、勞資關係問題也讓他們對崗位望而卻
步。“這些都需要我們用心用情關愛他們，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飯碗長期端下去。”

邀請農民工參加職代會
經過多次調研，張義光要求陝西建工集團各單位

要全力促進農民工真正融入企業，全面落實實名制管

理，建立和啟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確保工資足額
發放。加大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安全和
技術培訓，打造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提高農民工的
社會地位，邀請農民工參加集團職代會，參與創先評
優活動，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
右。儘管受疫情影響，但陝西建工集團今年在陝西省內的
1,880個項目已全面復工，幫助22萬農民工就業，而隨着
新項目的陸續開工，農民工數量還將繼續增加。
農民工作是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進一步促進

農民工就業，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張義光在兩會上
提出，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讓農民工這
個龐大群體真真切切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愛，讓他們成為
全社會尊崇和關心的職業。同時，注重農民工綜合素質的提
升，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拓寬他們參與活動的渠道，賦予
他們更多的話語權。

�� �� 就業牽動着千家萬戶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位居 “六穩”（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和 “六保”

（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

務之首。如何切實做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讓每一位勞動者安其職、樂其業，

成為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加快農民工轉移就業、減免企業稅費、保障高校畢業生

就業……”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大家紛紛結合各自的行業和工作，提出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暖心舉措

和建議，希望通過更具活力的實踐，把百姓的飯碗托得更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張仕珍 西安、杭州、廣州、瀋陽連線報道

新就業形態需順勢而為

■■全國兩會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就業委員關注就業，，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
端好飯碗端好飯碗。。圖為圖為55月月2020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左左））在重在重
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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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金元足球步向終點金元足球步向終點 回歸基本抓青訓回歸基本抓青訓

■■ 張永海張永海（（持旗者持旗者））揮舞印有揮舞印有
““遼小虎遼小虎””字樣的旗幟字樣的旗幟。。新華社新華社

■■大連大連UU88的小球員在訓練中的小球員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國足
26日進行了結束集訓前最後一場熱身賽，
憑藉董學升梅開二度，以4：0大破上海申
花，主帥李鐵上任後4場熱身賽均錄得全
勝。
為備戰下半年展開的世界盃亞洲區外

圍賽，國足把握中超開季前進行為期16日
的集訓。26日假上海厚湃爾體育公園閉門
約戰申花。相比起日前4：1大勝上海上港
的友誼賽，國足26日正選陣容有8個位置
相同，防線則依然由王燊超、張琳芃、李

昂及唐淼組成，估計他們已成為主帥李鐵
目前心目中的主力；而把守大門的責任則
落在顏駿凌身上。
跟前任主教練納比相比，李鐵在左後

衛位置選擇了王燊超，而非以前的李磊，
現時後者已淪為國足的第三選擇。除了具
備出色的傳中能力，內切射門也是王燊超
的殺手鐧。身為後衛的他上季共為上港取
得5個入球，入球數字十分驚人。

中前場方面，李鐵則起用了吳曦、韋
世豪、金敬道、張稀哲、譚龍及歸化射手

艾克森。上半場雙方埋門機會不
多，以0：0互交白卷。換邊後國
足換走譚龍、張稀哲、金敬道。
開場早段即由後備上陣的董

學升打破僵局，之後再由另一位
入替的劉雲擴大比分。隨後國足
再獲兩次12碼機會，結果由艾克
森錦上添花，以及董學升梅開二
度，鎖定4：0大捷，取得熱身賽
2連勝，也令李鐵保持上任後4
場友賽全勝紀錄。

遼寧足球曾經在中國球壇有着無可比擬的輝煌戰績，
1990年亞俱盃（亞冠盃前身）封王成為首支在亞洲

賽奪冠的中國球會，遼寧代表隊在全運會十奪金牌，在
2009年公佈的亞洲世紀最佳球隊排名中，當時的遼寧宏
運更是唯一躋身前十的中國代表。可惜自中超取代甲A正
式走進全職時代後，經營不善導致遼足成績每況愈下，
2017年降班後便再無力“衝超”，更因欠薪而被中國足
協取消來季中甲參賽資格。
遼寧曾是中國球壇著名的“兵工廠”，鄭智及肇俊

哲均是遼足青訓出身，今次在職業球壇的挫折亦令遼足決
心回歸基本，由青訓開始做起。遼寧瀋陽市足球隊U13
教練張永海表示，目前球隊不僅有U19及U17代表，在9
至15歲各個年齡層更都有梯隊，現時發展已日趨成熟，
正計劃加大各支梯隊的規模，相信5年內可令遼寧足球重
現輝煌。
而在大連球會負責青訓工作的張耀坤表示，目前青

訓體系已達過千名球員的規模，無論硬件及軟件亦不能同
日而語：“現在的青訓，球員有專車接送，更有充足的燈
光設備及室內球場，教練團隊中有來自國外的青訓專家、
技術分析及體能教練，配備堪比成年隊。”
張耀坤認為遼寧足球在15、16歲的層面十分有競爭

力，已有球隊在全國比賽中奪冠並有球員入選國少隊，比
起只將資源投放在職業足球，體教融合的足球之路更能打
好遼寧足球的基礎。
遼寧省體育局亦對青訓新藍圖大力支持，反映今後

足球發展項目將以青訓為重點，以瀋陽及大連為支點振興
遼寧足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新一批“遼小虎”勢將活
躍於中國球壇。

近日，東京奧運會官網刊登了對中國花
樣游泳隊的報道。文中指出，面對東京奧運
會延期的事實，已經調整好心態的中國花泳
隊期待利用延期帶來的機遇，不斷打磨自
己，將會力爭在東京奧運會賽場再次改變獎
牌的成色。
中國花樣游泳隊在奧運會歷史上共贏得

過5枚獎牌，3銀2銅。如今，正當全隊全力
衝刺東京奧運會，期待更上一層樓時，新冠
疫情的全球爆發導致奧運會延期一年舉行。
這一史無前例的變故給中國花泳隊員的備戰

心態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教練張曉歡主張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奧

運延期的事實，要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其
實奧運延期帶來很多挑戰，但同時也帶來很
多機遇。對於年輕運動員來講，有時間去惡
補她們的短板，增強她們的體能，我覺得，
我們要看到好的一面。”
花樣游泳是追求美感的運動，運動員在

水中翩翩起舞營造美感是需要過硬的身體素
質為依託的。正因如此，利用多出來的備戰
時間，中國花泳隊在現階段主抓體能，為下

一步計劃的實施打下基礎。
精心編排，嚴苛打磨，中國花泳在為備

戰東京奧運會努力着。她們用積極的態度面
對延期，將愛國情懷融入比賽動作，讓自己
的表演更有感染力，以期實現對於奧運冠軍
的憧憬。
隊員咼俐表示：“我們肯定是想要拿奧運

會冠軍。其實我們從小的夢想就是這樣，希望
有一天可以站在奧運會的冠軍領獎台上，我們
也一直以這個為目標來鞭策自己每一天的訓
練。”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不僅歐

洲球壇，中國足球發展在疫情之下亦受到嚴

重打擊，中國三個級別的聯賽一共有16間

球會主動退出或被取消資格，當中包括曾叱

吒一時的遼寧足球俱樂部。近年浮沉在職業

球壇的遼寧足球決定回歸基本，大力發展青

訓並已初見成效，在“金元足球”時代走向

終點下，遼足的青訓新藍圖或會成為其他球

隊的仿效對象。

國足四蛋大破申花
“鐵”帥上任全勝

中國花泳期待東京奧運更進一步中國花泳期待東京奧運更進一步

當地時間25日，効力西甲球隊愛斯賓奴
的中國前鋒武磊在微博上與球迷進行了互動。
其間他談到目前身體已經完全恢復，並且堅信
球隊一定不會降級。
對於自己毅然留洋、遠赴五大聯賽的決

定，武磊表示，如果在職業生涯中沒有去最高

水平的地方體驗感受，那將留下遺憾。
從初到西班牙的語言不通，到現在球隊

可能面臨降級的風險，面對這些困難，武磊表
示既然選擇了就不後悔，來之前已經做了最壞
的打算，現在很享受留洋生涯。對於愛斯賓奴
目前處在積分榜末尾的局面，武磊表示球隊一

定能夠保級。
此前武磊曾確診新冠肺炎，對於球迷們關心

的“訓練中會不會有什麼影響”，武磊表示，
“一切都恢復正常啦，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有網友突發奇想，認為武磊憑借速度優勢

以及在西甲練就的對抗和防守意識，能在國家
隊踢邊後衛。對此，武磊回應道：“其實都說
我速度快，我速度真不快，我其實就是比別人
先跑那麼0.1秒。” ■中新網

■■ 中國花泳隊隊員黃雪辰中國花泳隊隊員黃雪辰//孫文孫文
雁雁（（右右））在訓練中在訓練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花樣游泳隊去年在一中國花樣游泳隊去年在一
次訓練後合影次訓練後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磊與球迷互動 身體已恢復

■■ 鄭智鄭智（（左左））及肇俊哲均及肇俊哲均
是遼足青訓出身是遼足青訓出身。。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董學升為國足梅開二度董學升為國足梅開二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沖 北京報道）突
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令中
超和CBA聯賽陷入停
擺。數以億計的球迷高
度關注兩大聯賽何時可
以恢復。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副局長李穎川向記者透
露，正準備拿出相關復賽方案，但兩大賽事若復賽，首先要
堅持防控優先原則，必須要確保安全。他說，若情況允許，
CBA將於10月前完成本賽季剩餘比賽。

據介紹，此前CBA和中超聯賽採用主客場制，在多個城
市舉行，而要恢復重啟賽事可能就要遵守幾個原則採取一些
新措施：比如，要嚴格按照防控疫情要求調整賽制，由主客
場制改為賽會制；再如，要縮短賽期，在50天或60天之內完
成剩餘的比賽；另外，比賽場館和相關飯店要集中封閉，而
且應集中在一個城市或者兩個城市進行比賽等。
李穎川表示，疫情防控之下，在場館裡舉行的賽事，應

符合一個原則，即是現場零觀眾的空場比賽。同時，還要採
取一些防控措施，比如核酸檢測、體溫測量、場館消毒等。

東奧延期為老運動員帶來考驗
對於東京奧運會被迫要延遲到明年舉行，李穎川坦言，

延期會對乒乓球、羽毛球、跳水、舉重、體操等中國傳統優
勢項目的一些年齡偏大的選手，比如乒乓球的幾個主力運動
員，明年都會超過30歲，再加上傷病等，這些都會對老運動
員帶來考驗；再如，一些舉重運動員，雖然現在成績很好，
但也面臨着一年後年齡偏大的挑戰。但他強調，中國代表團
的參賽目標沒有改變，我們肯定還是要爭取成績再靠前，爭
取拿出最好的成績：“我們的目標是爭取賽風、賽紀的好成
績，爭取我們中國代表團的最好成績。”

CBA中超擬復賽方案
堅持防控優先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李穎川李穎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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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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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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過後疫情過後疫情過後疫情過後﹐﹐﹐﹐「「「「遠程辦公遠程辦公遠程辦公遠程辦公」」」」趨勢是否會熱情消退趨勢是否會熱情消退趨勢是否會熱情消退趨勢是否會熱情消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逐
漸進展至今﹐越來越多企業都開始採取
遠程辦公模式﹐讓雇員即使在家中﹐也能
完成每日交付的任務﹒然而﹐這樣的趨
勢是否只是曇花一現﹖還是在疫情退去
後仍然能維持榮景﹖此次美南新冠疫情
追蹤報導﹐帶您更深入了解相關議題﹒
華府動向華府動向﹕﹕公衛專家指出公衛專家指出「「暑假暑假」」是關鍵是關鍵
疫情控制期疫情控制期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指出﹐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彭伯公衛學院在國殤日期間召開
講座﹐針對疫情進行探討﹒包括是否可
能迎來第二波疫情﹑以及學校是否該進
行開放等問題﹒公衛學院專家指出﹐目
前認為這種病毒似乎不受天氣所影響﹐
因此暑假期間是否能將疫情控制住是關

鍵﹐否則待流感季來臨恐雪上加霜﹒
此外﹐針對學校是否復學問題﹐彭伯公衛
學院專家也指出﹐對於大學生而言或許
能行﹐但對於國高中﹑小學等﹐許多人必
須長期處於密閉空間的狀態﹐仍然是比
較危險的﹐若要復工必須要加強「戶外」
活動比例﹒黃瑞禮指出﹐最終防疫能不
能成功仍然是要看每個人的努力﹐防疫

「人人有責」﹒
共和黨提名大會共和黨提名大會﹐﹐掀北卡州長與川普矛掀北卡州長與川普矛
盾盾

黃瑞禮也指出﹐隨著兩黨提名大會在即﹐
共和黨原本預計於8月在北卡羅萊納州
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但有鑑於疫情影響﹐
北卡北卡民主黨籍州長古柏（Roy Coo-
per）仍不確定到時是否能全面開放﹒川
普揚言﹐若是北卡州長不做決定﹑要設限

﹐就要把開會地點改到其他地方﹒然而﹐
北卡州長卻指出當地政府一切靠「科學」
行事﹒許多州也毛遂自薦﹐邀請共和黨
來自己的州召開大會﹒
叁兆紓困案叁兆紓困案﹐﹐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鬆口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鬆口「「有有
可能可能」」需要需要
另外﹐黃律師指出﹐呼聲極高的「英雄法
案」仍在原地踏步﹒共和黨籍參院多數
黨領袖麥康諾的一舉一動便備受關注﹒
麥康諾近來發表談話﹐「有可能」會需要
另一波紓困案﹐但所指的並不是此次叁
兆的英雄法案﹐無論如何﹐預計參議院會
在下周開下一步動作﹒
中美兩國矛盾升溫中美兩國矛盾升溫﹐﹐3333中資企業被列中資企業被列

「「實體黑名單實體黑名單」」
休斯頓地區資深律師陳文指出﹐兩院近
來頻頻出台法規﹐咬著中國不放﹒5月
20日參議院通過﹐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
司必須遵守美國證券法﹐要提供公司審
計報告﹐這些資料多涉及金融機密﹐往往
中國是不允許透漏的﹒

陳文指出﹐這項法案其實是去年起草﹐藉
著疫情再度被搬上檯面﹐美中從打擊華
為﹑貿易戰﹐到如今成了資本市場的爭奪
﹐都凸顯了兩強間的角力﹒但目前這項
法案還須送往眾議院審核﹐有參議員表
示﹐希望最快能在這夏天將其通過﹒
陳文認為﹐不管是此次的法案也好﹐還有
這陣子針對中國留學生OPT的法案﹐都
是過去沒通過的法案﹐被眾參議員舊事

重提﹐趁著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刻力拚過
關﹐然而這些法案﹐長期來看似乎已經矯
枉過正﹒
遠程工作成趨勢遠程工作成趨勢﹐﹐疫情過後是否榮景仍疫情過後是否榮景仍
在在﹖﹖

活泉電腦公司負責人馮春梅指出﹐隨著
疫情遠程辦公也逐漸成為模式﹐尤其是
如Zoom等線上會議軟體﹒此外﹐除了
遠程會議﹑遠程教學工具與直播軟體等
等近來也越趨熱門﹒
馮春梅指出﹐當初疫情開始有些企業表
示不習慣﹐但隨著疫情進展至今﹐卻發現
了遠程工作的優點﹐一來能夠幫助工作
者節省通勤效率﹐二來過去往往只侷限
於公司內部的對話﹐如今放上網後﹐可以
吸引到更多觸及率與關注﹐帶來不少方
便﹒
此外﹐最近線上電子商城的需求也逐漸
興起﹐取代了傳統商店的銷售模式﹒因
此許多進口商﹑批發商也開始轉換觀念﹐
逐漸走向網上﹒馮春梅認為﹐虛擬化是
必然之趨勢﹐不僅可以節省時間成本﹐還
可以減少汙染﹐因此許多企業或許會因
為疫情開始轉型﹒
她也指出雇主可能會有些顧忌﹐認為會
在互動﹑軟硬體維修方面﹑資安產生問題
﹐但如今有更多方便的遠程工具﹐可以協
助解決這些辦法﹒舉例而言﹐現在有許
多遠程修理電腦的服務﹐只要設定密碼
允許工程師登入維修﹑及時修繕﹒而密
碼每次都會更新﹐因此不用擔心資料外
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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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20202020年年55月月88日母親節前夕日母親節前夕，，著名旅館投資家著名旅館投資家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來來
到到Author StoreyAuthor Storey公園展示自己剛剛寫成的檄文公園展示自己剛剛寫成的檄文：：US vs ChinaUS vs China：：
Mother & Mother in lawMother & Mother in law，，從自己加入美國及多年的感受和奮鬥從自己加入美國及多年的感受和奮鬥
經歷來證實華人來美國不是來要福利經歷來證實華人來美國不是來要福利，，而是來與世界各族裔人而是來與世界各族裔人
一起建立了偉大的美國一起建立了偉大的美國，，同時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中國剛剛度過同時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中國剛剛度過
5050歲金婚典禮歲金婚典禮，，也是幸福無比也是幸福無比。。美中兩國祇能友好相處才是對美中兩國祇能友好相處才是對
世界的最大貢獻世界的最大貢獻。。

2020年5月20日，IntoTheWorldLLC.com首席執行官韓裔Linda
Kim在自己的別墅前舉行溫馨熱烈的畢業典禮來慶祝Frank和他
的同學順利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

20202020年年55月月2222日日，，休斯敦市長特納休斯敦市長特納、、國會議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奧格林、、西南管西南管
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主席喻斌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主席喻斌、、義工義工Yvone ChenYvone Chen，，JCCAAJCCAA
徐小玲徐小玲、、世華婦女企管協會休斯敦分會會長世華婦女企管協會休斯敦分會會長Nancy ChenNancy Chen、、副會副會
長王妍霞長王妍霞、、總會長黎淑英總會長黎淑英、、UCAUCA休斯敦負責人休斯敦負責人Helen ShihHelen Shih、、僑僑
領葉宏誌等將送餐一萬份領葉宏誌等將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活動中募集的午餐
盒盒(China Star Buffet)(China Star Buffet)送到休斯敦市政府送到休斯敦市政府，，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2020年5月22日，大中華超市店長蔡經理通過全美華人
協會休斯敦分會喬鳳祥會長、理事黃琛、王福生將6000
只口罩捐給休斯敦中國城警察局，並轉給休斯敦警察局
。

20202020年年55月月2323日日，，夏威夷草裙舞惊現休斯敦夏威夷草裙舞惊現休斯敦！！美南大咖談支持美南大咖談支持
人 Sky Dong 現場採訪位於休斯敦西北 290 的 Grand Tuesday
Hotel婚宴活動聖地正在彩排的熱舞女郎們，一等疫情結束後
，各種脫口秀就會登場。

““快樂童年放飛希望快樂童年放飛希望””20202020盛夏晚會正在緊鑼密鼓籌劃中盛夏晚會正在緊鑼密鼓籌劃中。。中中
華兒童文化促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華兒童文化促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跨洋攜手跨洋攜手，，共克時艱共克時艱
”為海外華僑戰疫鼓勁，邀請原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周明、
青年書法家中國傳統文化形象代言人李依維一起書寫厚德載福
，與在美國的海外華僑共勉。

20202020年年55月月2424日日，，得州州長正式宣布得州州長正式宣布55月月11日開放經濟日開放經濟，，剛剛演完剛剛演完
由美南新聞副社長秦鴻鈞單程機票改編的落在紐約的灰女主角的由美南新聞副社長秦鴻鈞單程機票改編的落在紐約的灰女主角的
Nancy Xie，來到德州美麗的海港自由港Free Port，在礁石棧道的
最盡頭隨浪花起舞。德州廣闊大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牧場公
園幅員遼闊，港口遍布，特別適合疫情期間不接觸、保持距離等
規範下的戶外旅行活動。

2020年5月22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亞商會會會長喻斌、義工
Yvone Chen等將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
盒(Ocean Palace Restaurant)送到 UT Health Center 給醫護人員和
ICU護士捐贈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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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董

事長 王守聰：
◆延長產業鏈，通過發展倉儲、加工、運

銷，然後把農民從土地裏轉移到工廠
裏，讓農民在工廠裏就業。還有加強培
訓，把農民培養成技術工人，這樣才能
使就業更加持續，收入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商聯副主席、天

能集團董事局主席 張天任：
◆傳統製造業都在機器換人，用工勢必會

逐步減少。我們認為只有通過技術、產
品和市場創新，能夠產生新業態、新產
業、新模式，使這種新產業、新模式產
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使我們所有的剩
餘勞動力都能根據自己的特長、自己的
需求，在不同的領域找到自己力所能及
去幹的崗位上去幹活。

全國人大代表、三門峽市市長 安偉：
◆就業一頭連着百姓一頭連着發展，保就

業就是保民生、保穩定、保發展，這次
突如其來的疫情形勢使“宅經濟”和
“雲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大力發展電
商產業，電動出租車、網約車服務、文
案兼職、外賣、配送等新的經濟業態增
加新的就業崗位。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局局長 楊光：
◆高校畢業生就業一直是穩就業的重中之

重。我們在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上給
予企業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最長三年的
社會保障補貼和一年的崗位補貼。同時在
支持畢業生創業上，給予最長三年、最高
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全額貼息擔保貸款，為
同學們提供更充足的就業機會。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華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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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群體一直是全國政協委員張義光最為牽掛的，作
為陝西建工集團這家業務遍及全球27個國家的大型

建築企業的掌門人，張義光坦言自己與農民工打交道比較
多，因而這幾年一直在為他們發聲。

還有大批農民工未返城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

其中1.7億人外出打工。“如此龐大人群的就業，如何保
障他們的權益，這不僅關係着穩就業、促民生的大目
標，同時也是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防止
返貧的關鍵舉措和基本保證。” 赴京前夕，張義光再次
奔赴陝西南部某機場建設工地上，同農民工深入交流，
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政
協委員和一家建築企業的負責人，掌握農民工就業、薪
酬發放和技能培訓、社會地位等問題的第一手材料，這
是最基本的要求。調研後，他把農民工群體是企業發展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的建議寫入提案。
今年疫情期間，陝西建工集團承接了西安公共衛生中

心建設的緊急任務，2,400名參建員工經過九天九夜的奮
戰，創造了陝西建築業的奇跡。“這裏邊農民工佔到了
2,200人，讓我非常感動，也更堅定了我為他們爭取更多權
益的信心。”春節後，張義光發現受疫情影響，很多農民
工遭遇打工難問題。“今年的疫情把多年來的規律打破
了，雖然很多地方採取了包機、包車、包專列的‘點對
點、一站式’直達服務，但還是有一大批農民工未返
城。”張義光表示，疫情是一面鏡子，折射出農民工用工
荒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疫情恐慌只是一個方面，一些政策
機制、管理制度、勞資關係問題也讓他們對崗位望而卻
步。“這些都需要我們用心用情關愛他們，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飯碗長期端下去。”

邀請農民工參加職代會
經過多次調研，張義光要求陝西建工集團各單位

要全力促進農民工真正融入企業，全面落實實名制管

理，建立和啟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確保工資足額
發放。加大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安全和
技術培訓，打造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提高農民工的
社會地位，邀請農民工參加集團職代會，參與創先評
優活動，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
右。儘管受疫情影響，但陝西建工集團今年在陝西省內的
1,880個項目已全面復工，幫助22萬農民工就業，而隨着
新項目的陸續開工，農民工數量還將繼續增加。
農民工作是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進一步促進

農民工就業，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張義光在兩會上
提出，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讓農民工這
個龐大群體真真切切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愛，讓他們成為
全社會尊崇和關心的職業。同時，注重農民工綜合素質的提
升，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拓寬他們參與活動的渠道，賦予
他們更多的話語權。

�� �� 就業牽動着千家萬戶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位居 “六穩”（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和 “六保”

（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

務之首。如何切實做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讓每一位勞動者安其職、樂其業，

成為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加快農民工轉移就業、減免企業稅費、保障高校畢業生

就業……”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大家紛紛結合各自的行業和工作，提出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暖心舉措

和建議，希望通過更具活力的實踐，把百姓的飯碗托得更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張仕珍 西安、杭州、廣州、瀋陽連線報道

新就業形態需順勢而為

■■全國兩會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就業委員關注就業，，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
端好飯碗端好飯碗。。圖為圖為55月月2020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左左））在重在重
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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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何鴻燊獲頒授勛章，妻女伴隨到場分享喜悅。

何鴻燊逝 世
19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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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賭王何鴻燊一共迎娶了4位太太，不斷開枝散葉，在57個年頭

裡，一共孕育了16名子女，子女開枝散葉內外孫超過十個，真正兒孫滿堂十分幸福。雖然後期

間中傳出四房有爭寵，但都不是大風波，比起其他大家庭，賭王周旋在四房中都是和平共存，

非常厲害！而且何鴻燊對一大群子女都管教有方，給予子女空間去追尋夢想，鼓勵他們勇於嘗

試，並教授他們謙厚的做人態度，個個讀書成材。正如女兒何超瓊所講，父親給他們很好的家

庭教育，留給他們寶貴人生，會緊記父親教誨，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 何鴻燊在85歲壽辰前夕捐贈250萬港元予香
港公益金時，家人亦在場。

■ 何猷君去年誕下一子，一圓賭王的抱男
孫夢！

■何猷君（中）求學時連續兩年在世界數學測試
獲獎，從父親何鴻燊（左）手中接過獎狀，母親
梁安琪特別開心。

“賭王”何鴻燊管教子女甚嚴，自大房長子意
外過身後，他對和藍瓊纓生的長女何超瓊

寄予厚望。何超瓊自小被當成接班人來培養，從少
女時期就被父母管教甚嚴，包括愛情，當年在雙方
家族的安排下何超瓊與門當戶對的許晉亨在1991年
結婚，舉行2,000萬（港元，下同）的童話式婚
姻。可惜婚後兩人各自精彩，2000年何超瓊和許晉
亨宣布分開（分居）。其間，何超瓊更與楊受成兒
子楊其龍拍拖，然而當時何鴻燊大力反對，何鴻燊
更放出狠話：“有的人質地不好，如果何超瓊和他
在一起，休想繼承一分一毫身家。”

何超瓊理智戰勝了情感，最終還是和楊其龍分
手。現在掌管家族大部分生意。超瓊胞弟何猷龍十
分出色獨當一面掌管新濠國際；胞妹何超儀進入演
藝界，以藝名何超入行推出《何家淑女》及《造
反》等唱片，走Rock女路線。其後又在電影界發
展，更於2003年，憑在電影《豪情》奪得第23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何超儀曾表示：
“最想拎（拿）個金像獎、金馬獎或是金雞獎給爸
爸看，而爸爸也真的希望我可以拎影后獎。”

超蓮憂影響父母謹慎行事
三房女兒何超蓮指爸爸自幼已教她做人要謙

厚，“爸爸有一句名言，就是手抱的（孩子）都要
叫阿哥。他常說做一件事不要相信僥倖，一定是因
為那個人有努力有花時間，才會成功。如果你的工
作是朝9晚5，想做得好就要朝8晚12，我都好相
信。”作為賭王女兒，超蓮稱其壓力就是要鞭策自
己做得更好，決定了做一件事，除了想是對或錯，
成功率有幾多，還要顧及外界的看法，擔心一旦做
錯了，還會影響父母、家族名聲，所以她做每件事
都會謹慎小心。

母親向來管教嚴格，父親一向較愛惜女兒，常
把她從母親的責罵中拯救出來。超蓮記得父親一次
拯救她的趣事，中學時校門外經常有一位男生等她
放學。有一次，那男生一直跟蹤去到便利店。但礙
於便利店只得一個出口，於是她情急下致電父親求

救。父親即時安排房車及兩輛接載了六位保鑣的私
家車到便利店門外，由保鑣護送超蓮及同學們回
校，避開男生跟蹤。

超蓮近年進軍商界投資開牛肉麵店，但沒有一
口氣開多間連鎖店，“我希望每一粒石仔都是穩
陣的，好過一推就散。我的性格一向如此，或者因
為父母都是這樣的人，成功沒可能一步登天，要慢
慢來，特別是我這個身份，外間的關注度較高。”
對於大家都以為她有家族強大後盾，她卻說自己什
麼backup都沒有，只用自己的錢去做想做的事，輸
了都是自己負責，“大家看太多豪門劇、宮廷劇，
其實我們的生活沒那麼複雜，我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人。”

孝順猷君為父親圓長孫夢
四房的子女較年幼，特別得賭王愛惜，也特別

孝順。四房的男丁何猷君，因二房的哥哥猷龍及三
房哥哥猷啟都生女生，知道爸爸心願就是抱男孫，
何猷君去年與拍拖一年多的超模奚夢瑤結婚，同年
猷君與奚夢瑤誕子，何鴻燊喜迎首名男孫，取名何
廣燊。“何廣燊”的名字何家一直都是根據族譜
“啟世鴻猷廣”取名的，第二個字是每一代通用
的，第三個字一般是父親取，寄寓對小孩的希望。

猷君說：“我爸以前說過，他的財富是他給每
一個兒孫的禮物，能積累多久多少就看自己的本事
了。可是對於長孫而言，他希望給到一份獨一無二

的，一份能夠陪伴一輩子的禮物，那就是把他自己
的名字送給長孫來繼承。所以，我兒子很榮幸地叫
何廣燊，希望他能夠像他爺爺一樣，成為一個有益
於社會的傳奇人物。”

猷君曾表示：“父親對我來說是像超人一樣，
無所不能，小時候的願望他通通能幫我實現。可他
卻一直有一個願望沒有實現就是為何家添第五代的
男丁，如今終於可為父親實現願望，何家終於有第
五代的男丁了！”

超盈成功靠自己爭取
四房長女何超盈去年3月宣佈雙喜臨門，豪華

排場成為一時佳話，據知一向疼錫子女的何鴻燊大
手筆送上逾6億元嫁妝，當中包括價值5億元的別
墅及逾億元的珠寶首飾。

超盈自幼習畫，大學主修藝術，關注香港本地
年輕藝術家發展，故2016年策劃“酒店藝術博覽
會”。無論是自幼學畫，還是在珠寶、收藏等方
面，超盈都感謝父親的支持。她笑說：“這種支持
不僅是資源上的，就像大學我選擇讀藝術，父親也
沒有反對，他認為鍾意的事就要去做。其實爹哋也
好鍾意畫畫，間中都會畫下畫。而媽咪也喜歡收
藏，這方面我們之間多了很多話題，經常在拍賣會
上我們會看中同一幅畫，還以為不小心交換了圖
錄！父母給了我開始的方向，但接下來這條路怎樣
走還是靠我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賭王”何鴻燊
26日辭世，結束了傳奇一生。不過，早在1992
年，就有一套電影以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傳奇人生做
電影藍本，就是由王晶編劇執導，由劉德華（華
仔）主演的《賭城大亨》。《賭城大亨》有兩集，
分別是《新哥傳奇》和《至尊無敵》。據悉，當年
是賭王欽點由華仔扮演自己，電影上映後，賭王更
大讚劉德華演新哥夠靚仔。

《賭城大亨之新哥傳奇》主要是賭王的奮鬥
史。賀新（劉德華飾）出身於澳門望族何西家族，
但從小父親去世家道中落，賀新由低做起，跟一班

兄弟打天下，並逐漸成為掌控澳門賭業的龍頭人
物。

到了第二部續集《賭城大亨II之至尊無敵》，
除去已經死去的人物，還新加了李嘉欣、蔡一智、
蘇志威、陳德容、吳君如等，陣容更強大，內容更
多的是成名後賭王的恩怨情仇故事。當然《賭城大
亨》並非正式人物傳記片，許多情節僅屬創作。

另外，在1992年韋家輝編審的神劇《大時
代》，亦曾出現三位城中富豪角色，先後幫助方家
父子，三個角色分別名為韋嘉誠、賀新及郭英中，
令人聯想到李嘉誠、何鴻燊和霍英東三位富豪。

傳奇人生搬上銀幕 燊哥欽點華仔主演

■■《《賭城大亨賭城大亨》》劇照華仔飾演賀新劇照華仔飾演賀新。。

■賭王90壽辰時，三房子女齊聚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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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董

事長 王守聰：
◆延長產業鏈，通過發展倉儲、加工、運

銷，然後把農民從土地裏轉移到工廠
裏，讓農民在工廠裏就業。還有加強培
訓，把農民培養成技術工人，這樣才能
使就業更加持續，收入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商聯副主席、天

能集團董事局主席 張天任：
◆傳統製造業都在機器換人，用工勢必會

逐步減少。我們認為只有通過技術、產
品和市場創新，能夠產生新業態、新產
業、新模式，使這種新產業、新模式產
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使我們所有的剩
餘勞動力都能根據自己的特長、自己的
需求，在不同的領域找到自己力所能及
去幹的崗位上去幹活。

全國人大代表、三門峽市市長 安偉：
◆就業一頭連着百姓一頭連着發展，保就

業就是保民生、保穩定、保發展，這次
突如其來的疫情形勢使“宅經濟”和
“雲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大力發展電
商產業，電動出租車、網約車服務、文
案兼職、外賣、配送等新的經濟業態增
加新的就業崗位。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局局長 楊光：
◆高校畢業生就業一直是穩就業的重中之

重。我們在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上給
予企業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最長三年的
社會保障補貼和一年的崗位補貼。同時在
支持畢業生創業上，給予最長三年、最高
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全額貼息擔保貸款，為
同學們提供更充足的就業機會。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華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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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群體一直是全國政協委員張義光最為牽掛的，作
為陝西建工集團這家業務遍及全球27個國家的大型

建築企業的掌門人，張義光坦言自己與農民工打交道比較
多，因而這幾年一直在為他們發聲。

還有大批農民工未返城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

其中1.7億人外出打工。“如此龐大人群的就業，如何保
障他們的權益，這不僅關係着穩就業、促民生的大目
標，同時也是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防止
返貧的關鍵舉措和基本保證。” 赴京前夕，張義光再次
奔赴陝西南部某機場建設工地上，同農民工深入交流，
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政
協委員和一家建築企業的負責人，掌握農民工就業、薪
酬發放和技能培訓、社會地位等問題的第一手材料，這
是最基本的要求。調研後，他把農民工群體是企業發展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的建議寫入提案。
今年疫情期間，陝西建工集團承接了西安公共衛生中

心建設的緊急任務，2,400名參建員工經過九天九夜的奮
戰，創造了陝西建築業的奇跡。“這裏邊農民工佔到了
2,200人，讓我非常感動，也更堅定了我為他們爭取更多權
益的信心。”春節後，張義光發現受疫情影響，很多農民
工遭遇打工難問題。“今年的疫情把多年來的規律打破
了，雖然很多地方採取了包機、包車、包專列的‘點對
點、一站式’直達服務，但還是有一大批農民工未返
城。”張義光表示，疫情是一面鏡子，折射出農民工用工
荒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疫情恐慌只是一個方面，一些政策
機制、管理制度、勞資關係問題也讓他們對崗位望而卻
步。“這些都需要我們用心用情關愛他們，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飯碗長期端下去。”

邀請農民工參加職代會
經過多次調研，張義光要求陝西建工集團各單位

要全力促進農民工真正融入企業，全面落實實名制管

理，建立和啟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確保工資足額
發放。加大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安全和
技術培訓，打造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提高農民工的
社會地位，邀請農民工參加集團職代會，參與創先評
優活動，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
右。儘管受疫情影響，但陝西建工集團今年在陝西省內的
1,880個項目已全面復工，幫助22萬農民工就業，而隨着
新項目的陸續開工，農民工數量還將繼續增加。
農民工作是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進一步促進

農民工就業，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張義光在兩會上
提出，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讓農民工這
個龐大群體真真切切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愛，讓他們成為
全社會尊崇和關心的職業。同時，注重農民工綜合素質的提
升，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拓寬他們參與活動的渠道，賦予
他們更多的話語權。

�� �� 就業牽動着千家萬戶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位居 “六穩”（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和 “六保”

（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

務之首。如何切實做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讓每一位勞動者安其職、樂其業，

成為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加快農民工轉移就業、減免企業稅費、保障高校畢業生

就業……”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大家紛紛結合各自的行業和工作，提出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暖心舉措

和建議，希望通過更具活力的實踐，把百姓的飯碗托得更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張仕珍 西安、杭州、廣州、瀋陽連線報道

新就業形態需順勢而為

■■全國兩會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就業委員關注就業，，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
端好飯碗端好飯碗。。圖為圖為55月月2020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左左））在重在重
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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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算經濟賬更要算安全賬
國防預算適度增長理所應當

軍隊代表團發言人：

堅決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 強調疫情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習

近
平
：

習近平強調，全軍要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
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堅定信心，迎難而

上，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實推進軍隊各項
工作，堅決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2020年目標任
務，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各項任務。

會上，李勇、何雷、王海、黎火輝、崔玉
玲、鍾志明、王輝青、劉光斌等8位代表分別發
言，就我軍執行疫情防控任務、加強疫情條件下
練兵備戰、加快生物安全防禦能力建設、推進國
防和軍隊改革立法工作、抓好我軍建設“十三
五”規劃落實和“十四五”規劃編制等問題提出
意見和建議。

要探索防疫常態化下練兵方式
在認真聽取代表發言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他首先對全軍部隊執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
務情況給予充分肯定。習近平指出，這場疫情防
控鬥爭對我軍是一次大考。人民軍隊聽黨指揮、
聞令而動，在疫情防控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突出貢獻。實踐再次證明，人民軍隊始終
是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英雄軍隊。

習近平結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就國防和軍
隊建設重點工作提出要求。他強調，這場疫情對
世界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我國安全和發展也
產生了深刻影響。要堅持底線思維，全面加強練

兵備戰工作，及時有效處置各種複雜情況，堅決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國家戰略
全局穩定。要探索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練兵備
戰方式方法，因時因勢搞好科學調控，加緊推進
軍事鬥爭準備，靈活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全面
提高我軍遂行軍事任務能力。

要發揮優勢加快藥物疫苗研發
習近平指出，這場疫情防控鬥爭對國防和軍

隊改革是一次實際檢驗，充分體現了改革成效，
同時也對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堅持方向不變、
道路不偏、力度不減，扭住政策制度改革這個重
點，統籌抓好各項改革工作，如期完成既定改革
任務。對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新情況新問
題，要注重用改革創新的思路和辦法加以解決。
要發揮我軍醫學科研優勢，加快新冠肺炎藥物和
疫苗研發，拿出更多硬核產品。要堅持向科技創
新要戰鬥力，加強國防科技創新特別是自主創
新、原始創新。改革創新關鍵在人，要構建“三
位一體”人才培養體系，打造德才兼備的高素
質、專業化新型軍事人才方陣。

軍費每分錢都要花出最大效益
習近平強調，今年是我軍建設發展“十三

五”規劃收官之年，要採取超常措施，克服疫情

影響，集中力量打好規劃落實攻堅戰，力保重大
任務完成、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要編制好我軍
建設“十四五”規劃，注重同國家發展布局相協
調，搞好戰略層面一體籌劃，確保規劃質量。要
科學安排，精打細算，把軍費管理好、使用好，
使每一分錢都花出最大效益。

習近平指出，軍政軍民團結是我們黨和國家
的顯著政治優勢，這場疫情防控鬥爭充分彰顯了
這一點。我軍要在完成好軍事任務的同時，支援

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協助
地方做好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工作。中央和國家機
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支持國防和軍隊建
設，滿腔熱情為廣大官兵排憂解難，匯聚起強國
興軍的磅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
亮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
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成、苗
華、張升民參加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26日下午在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

調，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我國安全和發展也產生了深刻影

響。要堅持底線思維，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工作，及時有效處置各種複雜情況，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國家戰略全局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新
聞發言人吳謙26日接受媒體採訪。他說，在考
量國防預算時，手中有兩本賬，既要算經濟賬，
更要算安全賬。中國國防費適度穩定增長理所應
當，很有必要。據環球網報道，這是兩會期間解
放軍代表團首設新聞發言人並對外發布信息，由國
防部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吳謙出任。

據媒體報道，2020年全國財政安排國防支
出預算比上年增長6.6%。對於這樣安排的考
慮，吳謙表示，習主席深刻指出，“統籌發展和
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
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中國堅持發展和安
全兼顧、富國和強軍統一，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
建設協調發展，依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防需
求，合理確定國防費規模結構。也就是說，我們
在考量國防預算時，手中有兩本賬，既要算經濟
賬，更要算安全賬。

維護國安要頭腦清醒有備無患
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在國家安全領域面臨

着一些新的風險挑戰。吳謙說，從國際看，霸權
主義、強權政治時有抬頭，一些國家單邊主義盛
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國際安全體系和秩序受

到衝擊。可以說，天下並不太平。
從國內看，安全威脅多元複雜，反分裂鬥爭形

勢更加嚴峻，民進黨當局挾洋自重，在分裂道路上
越走越遠。國土安全和海外利益也都面臨着一些現
實的威脅。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清醒的頭腦，要做到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吳謙指出，國防費的增長，也是中國軍隊履
行更多國際責任的需要。隨着中國軍隊的發展壯
大，國際社會對中國軍隊提供更多公共安全產品
的期待也在上升。中國軍隊積極支持聯合國維和
行動，已派35批海軍艦艇編隊赴亞丁灣、索馬
里海域實施常態化護航，積極參加國際災難救
援，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國防費保持適
度穩定增長，將有助於中國軍隊踐行人類命運共
同體重大理念，積極履行大國軍隊國際責任，為
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出更多貢
獻。

吳謙重申，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
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中國國防費公開透明，開
支水平合理適度。中國國防開支與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與履行大
國國際責任義務的保障需求相比，與自身建設發
展的保障需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中國國防費
適度穩定增長理所應當，很有必要。

■5月26日下午，習近平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並發表重要
講話。 新華社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宣布將建立
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納入會議議程後，以美國為代表
的部分西方國家政客和那些盤踞香港的反
中亂港“馬前卒”們風聲鶴唳、氣急敗
壞。隨著立法程序的啟動，他們企圖以港
制華的鬼魅伎倆，注定是螳臂擋車、不自
量力！

多年來，西方反華勢力賊心不死。他們無視
香港早已回歸中國的現實，與反中亂港勢力勾連
合流、沆瀣一氣，百般阻撓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企圖令其長期“擱置”，以便利用香港在國家安
全領域長期“不設防”的狀態，藉機興風作浪，
對中國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

此次全國人大決定推進“港版國安法”，以
雷霆之勢把那些以港制華的“如意算盤”砸得粉
碎。最先跳出來“發難”的，正是美英等一眾經
常乾預香港事務的政客們。從非法“佔中”到修
例風波，這些人一步步從幕後走上前台，公然插
手和搗亂，毫無顧忌，囂張至極。尤其某些美國
政客，去年強行通過所謂涉港法案，企圖以美國
國內法“長臂管轄”香港；而今又各色人等粉墨
登場，妄圖通過鼓譟阻止中國全國人大涉港國安
立法，來轉移本國抗疫一團糟的事實，簡直荒唐
之極！

事實上，通過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通行
做法，任何國家概莫能外。美英等國早就在自己
國內構築起國家安全的“鐵桶陣”。特別是“9·
11”事件後，美國在相關法律制度已經多如牛毛
的情況下，又迅速頒布《愛國者法案》《國土安
全法案》。然而，對於香港日益嚴重的本土恐怖

主義威脅，這些政客卻選擇性失明，反而百般阻
撓破壞中國維護主權安全的努力。這種赤裸裸的
雙重標準，充分暴露出這些政客為謀求自身利
益，不惜粗暴踐踏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肆意干涉
他國內政的強盜邏輯和險惡用心。

美國還極力糾集其西方盟友聯合攻擊中國，
狂妄叫囂“對中國實施制裁”。他們手中最大的
牌無非就是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對香港經
濟造成打擊，削弱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這一
切在中國政府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的意志和決心面
前，根本不值一提。且不說美國在香港有著巨大
的利益，即便它真的“瘋起來連自己都打”，執
意採取自殘式製裁，中方也決不會有半點退讓，
必將奉陪到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堅決回擊
和反制。

“港版國安法”敲響了西方肆意插手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的喪鐘，也照出了香港各路魑
魅魍魎的原形。黎智英開溜不成，又在網絡平台
邀請特朗普“關注”香港情況，期待洋大人成為
“救世主”；黃之鋒叫囂會繼續“做國際線”，
在臉書中貼出籌款鏈接，並註明只以美元結算；
更有非法示威者作垂死掙扎，高舉“請求美軍登
陸香港”的標語。這種史上罕見、自掘祖墳的賣
國賊嘴臉，再一次讓世人看清了他們的漢奸本
質，進一步證明以國家立法方式補齊香港國家安
全“短板”，斬斷外部勢力伸進香港的“黑
手”，維護“一國兩制”制度體係安全的緊迫
性。

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意志和決心堅
如磐石，任何人都不要打錯了算盤。美西方反華
勢力和亂港分子還是趁早收場吧！

美西方政客以港制華的圖謀注定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大
灣
區
之
聲
熱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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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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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熱⾝計畫”, 實戰職場的機會!”⻘年熱⾝計畫”, 實戰職場的機會!

 
       申請的條件是你必須年滿18歲以上，附上簡歷, 自我簡短介紹, 你的長處以及為何要申請此一領域的簡
短說明, 不限單一領域, 這也是一個進入社會第一步實戰，請把你的簡歷Email到  HR9889@gmail.com,
我們會進一步回覆後再以視頻會議Zoom Meeting 與你們面談!    這不僅是聯禾地產擴大營運，還有在帶
領亞裔新一代的努力上起一個領頭的作用。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概念再擴大，讓年輕人與其宅在家，不如
出來看一看這個世界，再下來後疫情時代我們要怎麼因應。我希望聯禾地產的這個「青年熱身計劃」能夠
培 養 出 我 們 亞 裔 社 區 裡 的 領 導 人 物 ， 然 後 進 而 回 饋 到 社 區 。 有 任 何 問 題 歡 迎 發 郵 件 到
HR9889@gmail.com  。

       新冠肺炎Covid-19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生態，現在隨著各州政
府的逐步開放，並不代表你不用再擔心疫情，而是代表著我們必須
要開始適應一個新的後疫情時代，過去的normal，過去的正常，
現在已經叫做new normal，就是新的平常!  謹慎的生活模式! 隨
著暑假的到來, 孩子也不用網上學習了! 但是正常的暑期活動,也因
此取消了不少! 在家工作的父母多了, 可是在家的大孩子也多了, 整
天 看 到 的 是 孩 子 打 game, 掛 在 網 上 , 做 為 父 母 有 著 虛 度 光 陰 之 嘆 ,
可是又能如何呢? 聯禾地產的負責人Josie Lin決定要推出一個所
謂的「青年熱身計劃」, 提供大朋友們實戰職場的機會!  
 
       一般的大企業都會在暑假時提供一些大學生實習 Internship
的機會,  但因疫情而導致經濟情勢的改變, 所以減少或取消了! 而一
般的中小企業, 多是招攬長期雇員, 因為小規模公司的管理模式讓
短期人力無法介入,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的小企業老闆常常一手包辦
全 場 ! 所 以 實 習 生 對 它 們 來 說 是 成 本 高 的 作 法 ! 只 有 規 劃 的 操 作 流
程 才 能 提 供 更 多 工 作 力 有 機 會 發 揮 ! Josie Lin 林 女 士  所 創 立 的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Group 聯 亞 營 銷 聯 盟 也一直致
力於如何讓我們亞裔的企業主能透過我們的平台達成更好的經營目
標! 而這其中的重要一環是如何能連結有能力的工作人才, 甚至迎
向 未 來 創 業 的 機 會 ! 因 Josie 長 久 秉 持 的 ’ 多 贏 圈 ’(Winning
Circle)的概念, 進而衍生了”青年熱身計畫”! 

 
       聯禾地產決定在暑假期間，率先提出提供機會給目前在學或待業的年輕朋友機會,在Josie 的不同企業
體底下, 能夠走入職場實習!  相較於大學生在社團裡自設議題, 鍛鍊做事的能力, 真正的社會經驗可能更真
實! Josie 不僅有聯禾地產, 聯禾地產管理公司, 聯亞營銷聯盟等事業,以及不同的大型項目, 將開放機會讓
有更多的年輕人理解行業裡的實戰經驗，而且也可能是未來創業的跳板! 就如最近AMA Group 領頭創立的
AMA On-The-Go一站式Katy Asian Town外賣平台, 也提供了一些年輕人就業的機會! 也幫助了商家促進
了商機!  

”青年熱身計畫”
歡迎有興趣以下領域的年輕人提出申請:

 
 

聯禾地產 休斯頓中國城辦公室 聯禾地產 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房地產業務         6.  行銷企劃1.
2.  客服交流            7.  專案企劃
3.  行政管理            8.  媒體公關
4.  物業管理            9.  文書處理
5.  商業會計          10.  開放 (因材而異)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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