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16, 2020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美金榜教育集團美金榜教育集團
為美南最大教育機構為美南最大教育機構﹐﹐升學率升學率 100100%%﹐﹐口碑良好口碑良好﹒﹒
旗下包括留學升學旗下包括留學升學﹑﹑學業規劃和背景提升學業規劃和背景提升﹑﹑考試考試
培訓培訓﹑﹑交換辦學交換辦學﹑﹑教育交流教育交流﹑﹑留學生監管等多個留學生監管等多個
板塊板塊﹒﹒
電話電話﹕﹕281281--797797--56145614﹒﹒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info@tothetopeducation.cominfo@tothetopeducation.com﹒﹒
微信微信﹕﹕lonestarlonestar20122012﹔﹔HeOuHeOu8888﹔﹔lidaqdlidaqd﹒﹒
官網官網﹕﹕tothetopeducation.comtothetopeducation.com﹒﹒



BB22
星期二       2020年6月16日       Tuesday,June 16, 2020

中國社會

■■企業通過外貿線上展與海外買家洽企業通過外貿線上展與海外買家洽
談訂單談訂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珠海線上外貿展珠海線上外貿展
8080企企80008000產品亮相產品亮相
免費參展至免費參展至1111月月 助企業增海外訂單穩市場助企業增海外訂單穩市場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13日是中國第四個文化和自然
遺產日。自加入《世界遺產公約》
以來，中國已成功申報世界遺產55
項，其中，文化遺產37項、自然遺
產14項、自然與文化雙遺產4項。
世界遺產總數、自然遺產和雙遺產
數量均居世界第一，是近年全球世
界遺產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據國家林草局有關負責人介
紹，目前中國有武陵源、九寨溝、
黃龍、三江並流、四川大熊貓棲息
地、中國南方喀斯特、三清山、中
國丹霞、澄江化石地、新疆天山、
湖北神農架、青海可可西里、梵淨
山、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
（第一期）14項世界自然遺產，有
泰山、黃山、峨眉山—樂山大佛和
武夷山4項雙遺產，總面積達6.8萬
平方公里，保護了最重要的自然生
態系統和自然遺蹟。

實施生態工程 加大遺產地生態修復
這位負責人說，長期以來，中

國探索建立了自然遺產依託自然保
護地管理的機制，提升了自然保護
的制度建設和管理水平，實現對世
界自然遺產、雙遺產的科學保護和
有效監管。同時，通過完善世界自
然遺產保護相關法律、制度和規
定，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退耕還
林還草還濕等重點生態工程，加強
森林、草原、濕地等自然資源監督
管理，加大對遺產地生態保護修復
力度，維護遺產地的完整性和原真
性。
在自然遺產資源保護中，中國

堅持生態為民、科學利用，將資源
保護與民生發展相結合，通過特許
經營、利益共享、生態補償、生活
補助等多種方式惠及民眾、改善民
生。各遺產地通過開展適當的旅遊
展示活動，拉動了住宿、餐飲、交
通、土特產加工、手工藝製作等相
關產業發展。
據了解，世界遺產是列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
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自然區域和文
化遺存。截至目前，已有193個國
家加入《世界遺產公約》，1,121
個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
中文化遺產869項、自然遺產213
項、自然與文化雙遺產3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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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疫情之下，珠三角外貿企業遭遇嚴峻的“寒
冬”。譬如，珠海今年1月到4月完成外

貿進出口總額近77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下降近18%；其中，出口、進口總額分別為
441億元、332億元，分別下降9.1%、27.3%。

珠海市貿促會副會長雷華坦言，線下展會
目前基本都開不起來，企業獲取外貿訂單很困
難，因此新搭建外貿線上展會將助力企業保訂
單、穩市場。

5月20日至6月5日詢盤逾2300次
據了解，首屆“珠海對外貿易數字展覽

會”由珠海貿促會主辦，中國國際商會珠海商
會、香港環球資源公司承辦。其中，環球資源
總部位於香港，外貿平台擁有分布於240個國家
及地區的超過150萬名國際買家，包括94家來
自全球百強的零售商。
“此次珠海線上展吸引格力電器、邁科、

天威飛馬等80家企業參展，參展產品超8,000
件，涵蓋了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
材料及高端打印裝備等產業。”承辦方香港環
球資源公司華南區負責人表示，首批產品從5月
20日上線試運營，截至6月5日總點擊量超12.8
萬次，買家有效詢盤超2,300次，部分企業獲得
了海外訂單。
“線上線下結合是大趨勢，也是‘製造業+

互聯網’的大發展方向。”參展企業珠海邁科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繆克良透露，公

司攜智能終端、醫療器械等產品參加線上展，
從試運營到正式運營期間已獲得詢盤200多次，
目前正在洽談相關訂單。同時，邁科還加快布
局數字技術“新基建”的步伐，已與華為、小
米、阿里巴巴等企業展開深度合作。

政商合作B2B平台闢東莞專區
香港環球資源公司華南區負責人指出，為

促進珠三角外貿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目前已攜
手東莞、惠州等市廣泛開展“數字展會”，利
用其自身平台優勢幫助外貿企業快速達成海外
訂單。其中，與東莞商務局合作，在環球資源
外貿B2B平台上開闢“東莞數字外貿”專區；
並增設“東莞防疫用品”專區，目前已有129家
莞企入駐。
“除了讓海外採購商可通過該專區採購防

護用品，還有助於東莞外貿企業更好地出
口。”東莞市商務局有關負責人稱，近期還舉
行了出口供需對接會，吸引來自澳大利亞、日
本、泰國、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的海外買家
與莞企進行“一對一”、“屏對屏”的對接。
此外，惠州市商務局與香港環球資源公司

簽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挑戰合作備忘
錄”，並且合作“惠州數字外貿”項目。惠州
市商務局副局長劉志宏表示，通過環球資源平
台為出口企業定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推廣渠
道，幫助企業獲取高質量的海外訂單，規避目
前特殊外貿環境下的出口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目前“世界工廠”珠三角外貿形勢依然嚴峻，新增訂

單不足問題突出。香港文匯報記者13日從珠海貿促會獲悉，經近期試運營，首屆“珠海對外貿易

數字展覽會”12日正式上線。這是珠海首個外貿線上展會，將持續至今年11月，且不向參

展企業收取費用，吸引首批80家外貿企業攜逾8,000件產品參展。

香港環球資源公司多招助企業
珠海

◆承辦首屆“珠海對外貿易數字展覽會”

◆探索“直播帶貨”新模式，實現專業帶貨、集中洽談

◆對企業跟蹤問效與線上輔導，提供外語、外貿、法

律及商事認證等便利服務

東莞
◆合作舉辦出口供需對接會，涵蓋現場採購會、線上

洽談會和網站展示平台推廣等

◆與市商務局合作在環球資源外貿B2B平台開闢“東

莞數字外貿”專區，並增設“東莞防疫用品”專區

惠州
◆與市商務局簽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挑戰合作

備忘錄”，合作“惠州數字外貿”項目

◆通過環球資源數字外貿平台線上24小時交流溝通，

尋獲高質量潛在買家

◆爭取首批企業入駐環球資源“醫療與保健”、“居

家學習辦公及休閒”等系列“雲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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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時事圖片

GTTP
時事圖片
小（天津）

新北振興經濟新北振興經濟 串聯串聯2020商圈推活動商圈推活動
（中央社）新北市政府振興經濟，串聯20

個商圈即日起至11月推出活動、優惠，未來也
將推出振興三倍券商圈優惠方案，刺激在地買
氣；市長侯友宜今天在記者會上也鼓勵大家到
新北消費。

侯友宜上午前往深坑參加記者會時表示，
全台邁入防疫新生活，市府也積極振興經濟，4
月即開始協助圈申請補助，並規劃辦理戶外活
動，此次特別串聯20個商圈舉辦活動、刺激地
方經濟，即日起至11月除了線上活動、優惠促
銷活動與文化體驗活動外，也有爬山、戶外遊
程等多元活動，未來也將推出振興三倍券的商

圈優惠方案。
侯友宜接受媒體聯訪時，媒體詢問針對

振興三倍券的部分，目前商圈定調不找零，會
不會擔心萬一有其他商圈找零的話，民眾會覺
得其他地方比新北更方便就不來新北。

侯友宜表示，目前因為中央的振興三倍券
還沒正式核定下來，找不找零其實有很多討論
的空間，如何帶動商圈的買氣才是目前最重要
方向，現階段以折扣戰、更多的優惠，比找零
的方式更能夠帶動買氣。

媒體詢問，是否會覺得7月15日快要到了
，但是方案都還沒出來，中央的速度太慢。

侯友宜表示，振興經濟地方一定要先帶頭
超前部署，不能等中央，地方要先帶頭來做。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示，本次串聯20
個商圈推出活動，包含 「尋龍啟示抽獎活動」
，就有機會抽SwitchLite、氣炸鍋、負離子吹風
機等獎項，還有 「商圈滿額贈禮活動」消費滿
額1000元即送限量贈品，詳情請上新北市經濟
發展局官網或 「來趣新北金發局」臉書粉絲專

頁查詢。
新北市商圈聯合發展協會理事長黃建強舉

例，深坑商圈推出活動期間至特約店使用行動
支付，消費滿百即贈30 元抵用券，9 月份也推
出豆腐、黑豬肉香腸等DIY活動，而石碇商圈
則推出登山健行活動，行程特別搭配特色餐廳
與在地藝術職人體驗手作體驗，給民眾一次享
受。

（中央社）基隆嶼將於7月1日開放登島，
今年改採全面網路預約訂票，每日限量1200名
，不提供現場買票，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
銷處長曾姿雯今天說，購票系統預計6月17日
上線。

曾姿雯表示，基隆嶼步道工程目前進度略
微超前，預定6月底完工，目前確定2合1（繞
島＋登島）7月1日可如期上路，但擔心近期受
到天候影響，若無法如期如質完工，3合1（繞

島＋登島＋燈塔）就可能延後，不過，最遲7月
15日能讓遊客走上燈塔，俯瞰基隆嶼美景。

她指出，今年除改採網路購票外，島上解
說牌也經過一番整理，市府也與海巡和崇右影
藝科技大學合作，精心設計幾處地點，供遊客
打卡拍照留念，並利用閒置空間舉辦畫展和照
片展。

此外，曾姿雯表示，開放登島前，市府也
針對船家進行評鑑，共有19家業者符合資格，

除每艘船須配有1名導覽解說員外，船家也須接
受心肺復甦術等急救訓練，以保障遊客安全。

市府表示，有 「台灣龍珠」之稱的基隆嶼
，長960公尺、寬400公尺，最高處約海拔182
公尺。基隆嶼又稱基隆杙，是日治時期基隆八
景之一，稱為 「杙峰聳翠」，距離基隆只有5公
里，與棉花嶼、彭佳嶼及花瓶嶼，為基隆外海4
個火山島嶼。

島上的 「基隆島」燈塔除是台灣最早使

用太陽能發電的燈塔，生態更是豐富，除春夏
季鐵炮百合、秋季金花石蒜，還有 「11個基隆
」值得民眾探尋，例如，7種以基隆為名的植物
，包含基隆蠅子草、基隆筷子芥、基隆早熟禾
、基隆短柄草、基隆澤蘭、基隆野山藥、基隆
天胡荽。

基隆嶼7/1開放登島網路預約訂票每日限1200名

央行理監事會6/18登場 學者估降息機率低
（中央社）中央銀行預計在18日召開第2

季理監事會，由於國內疫情控制得宜，紓困、
振興措施逐步上路，穩定經濟情勢，學者普遍
認為，此刻央行並沒有降息的必要。

全球經濟今年受疫情影響而重挫，各國央
行為了穩住金融市場秩序，紛紛祭出前所未見
的大規模寬鬆方案，台灣中央銀行今年3月也
降息1碼，重貼現率來到1.125%，創下歷史新
低，打破前次金融海嘯的低點紀錄。

央行預計下週召開第2季理監事會，外界
關注利決策，學者普遍認為，按兵不動的機率
較高。

台經院六所所長吳孟道指出，在今年3月
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央行已經透過降息釋放流
動性，協助企業與家庭度過難關；目前台灣的
疫情穩定，甚至已經逐步解封，若今年下半年
經濟已經好轉，此時就沒有降息的必要性。

吳孟道進一步說明，目前資金水位滿溢，
市場流動性並沒有不足的情況，央行降息意義
也不大。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周雨田就目前情
勢分析，央行按兵不動的機率高達70%，主要
是國內的疫情受到控制，而且經濟情勢於第 2
季落底，隨著政策逐步放寬、振興措施上路，
經濟景氣將會緩步復甦。因此，央行在此刻降
息的必要性不高。

不過周雨田提醒，現在仍有30%的機率會
促使央行做出降息的決定，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國際疫情是否2次爆發。

周雨田說明，根據目前的資訊看起來，中
國大陸似乎有2次爆發的情形；另有學者提出
警告，美國也有可能發生第2波疫情。如果這
樣的情形持續擴大，確實會牽動央行的決定，
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

消基會抽查抗菌乾洗手消基會抽查抗菌乾洗手
消基會日前針對消基會日前針對66家網購平台抽查家網購平台抽查1212件宣稱件宣稱 「「抗菌抗菌」」 醫療效能的乾洗手產品醫療效能的乾洗手產品，，1515日公日公

布查驗結果布查驗結果，，發現皆無衛福部規定的產品許可證字號發現皆無衛福部規定的產品許可證字號，，呼籲主管機關主動查核相關產品呼籲主管機關主動查核相關產品，，
保障消費者權益保障消費者權益。。

德國柏林逐漸德國柏林逐漸““解封解封”：”：跳蚤市場重開跳蚤市場重開

隨著德國進壹步放松防疫措施隨著德國進壹步放松防疫措施，，首都柏林的露天跳蚤市場日前獲準首都柏林的露天跳蚤市場日前獲準
重開重開。。當地時間當地時間66月月77日日，，人們在重新開放的柏林馬爾海內克廣場跳蚤人們在重新開放的柏林馬爾海內克廣場跳蚤
市場內閑逛市場內閑逛。。該市場出售從古董該市場出售從古董、、時裝到兒童玩具時裝到兒童玩具、、自行車自行車、、藝術品藝術品、、
唱片書籍等在內的新舊物品唱片書籍等在內的新舊物品。。同時由於其周圍遍布眾多咖啡館和餐廳同時由於其周圍遍布眾多咖啡館和餐廳，，
愜意的氛圍受到柏林人喜愛愜意的氛圍受到柏林人喜愛。。

南非專家為南非專家為3535歲大猩猩做歲大猩猩做CTCT掃描掃描印尼壹只白掌長臂猿被放生印尼壹只白掌長臂猿被放生
野生森林裏享受自在生活野生森林裏享受自在生活

印尼亞齊省印尼亞齊省，，壹只白掌長臂猿被放生到壹只白掌長臂猿被放生到SampoinietSampoiniet的野生森林裏的野生森林裏。。
幾個月前幾個月前，，亞齊自然資源保護機構亞齊自然資源保護機構(BKSDA)(BKSDA)從壹名寵物愛好者手中救出從壹名寵物愛好者手中救出
了這只白掌長臂猿了這只白掌長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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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2020 -6/21/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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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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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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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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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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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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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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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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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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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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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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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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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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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Tuesday,June 16,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6月16日       Tuesday,June 16, 2020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Covid-Covid-1919上上
的表演以及他對的表演以及他對《《黑命貴黑命貴》》抗議的回應之後抗議的回應之後，，有媒體民調和許多有媒體民調和許多
人猜測共和黨人可能最終願意與唐納德人猜測共和黨人可能最終願意與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分道揚鑣特朗普總統分道揚鑣。。

普林斯頓大學曆史與公共事務教授、政治分析師朱利安·澤利澤
（Julian Zelizer）是即將出版的《燒毀眾議院：紐特·金裏奇議長的
倒台和新共和黨的崛起》（Burning Down the House : Newt Gin-
grich, the Fall of a Speaker,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Republican Party）
專著作者。他6月14日在推特發表了共和黨與特朗普的評論性觀點
：“不，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總統沒有分歧。 共和黨團結在一起。媒
體是時間停止重複猜測了。”

朱利安指出這部戲被大大誇大了。阿拉斯加參議員麗莎·默科夫
斯基（Lisa Murkowski）告訴記者，她正在“努力”弄清楚11月的投
票方式。當科林·鮑威爾宣布將支持喬·拜登和前總統喬治·W·布什
透露他將不支持特朗普時， 《紐約時報》的記者稱，越來越多的共
和黨人正在辯論這種分裂要走多遠。

關於內鬥和GOP中可能出現“轉折點”的猜測永無止境。這是
一部從未發生過的戲劇，但新聞界喜歡不斷追隨。

這種爭論需要停止。共和黨人與特朗普總統之間存在重大裂痕
的觀點只是掩蓋了現代政黨的特徵。共和黨人四年前提名並選舉特
朗普為總統，他們站在他身邊，即使在最艱難的時期也這樣做。
2017年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夏洛茨維爾舉行遊行之後，甚至他最近對
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大規模遊行作出的強硬回應
，都沒有動搖這一切。

當我們看特朗普總統時，我們親眼目睹了現代政黨。關於內部
分裂的故事掩蓋了這一基本現實，並表明民主黨之外的選擇比實際
存在的更多。

當特朗普譴責那些想要推翻聯幫紀念碑的人並把治理工作視為
叁流真人秀時，他代表了共和黨。當他援引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
保守派民主黨人喬治·華萊士和弗蘭克·裏佐在喊“法律與秩序”以
回應民權抗議時，或者在推特上說“搶劫開始時，槍擊事件就開始
了”，他實際在為共和黨代言。

特朗普總統的故事一直是關於他在黨內的舒適度的故事。在他

任期內，民意調查顯示，無論他
採取什麽行動，共和黨選民中的
總統都得到了堅定的支持。總的
來說，國會共和黨人在任何時候
都支持他，保護他免受調查，並
在大多數問題上繼續對黨的路線
進行投票。當然，像緬因州參議
員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
一樣出現搖擺姿勢，但這是他們
所有態度的總和的一部分。

參議員羅姆尼的傳奇故事捕
捉黨派的走向。在2016年發起永
遠 不 選 特 郎 普 （#nevertrump）
“運動”之後，但羅姆尼早些時
候最終與總統站在一起。最近，
他因支持特朗普而受到贊譽，盡
管他當之無愧，但實際上降低了
門檻。羅姆尼參議員是在總統的
彈劾案中唯一因使用外交政策幫
助其再次當選而被定罪的共和黨
人。當頭條新聞看到羅姆尼與民
權示威者遊行，抗議警察的野蠻
行徑時，那一刻表明共和黨某些
人與這一社會正義基本呼籲相距
甚遠。

總統最現實的評估來自喬治·
康威，他是真正的保守派，娶了
總統顧問凱利琳·康威，他對特朗
普非常了解。康威已啓動林肯計
劃，並發布有關總統和整個共和黨的激烈廣告。他一直抨擊前同事
，建議他們可以與橢圓形辦公室的人保持距離。

這些陳詞濫調意在掩蓋選民在11月真正面對的選擇，即一個全

心投入特朗普主義的政黨與另一個沒有參加特朗普主義的政黨。每
個美國人都可以自由決定在接下來的四年中他們會選擇誰，但是沒
有人幻想桌上有其他選擇。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政治分析師政治分析師：：不要上民調共和黨人不要上民調共和黨人
因特朗普而分裂的當因特朗普而分裂的當

德州失業勞工德州失業勞工﹐﹐平均每周能領破平均每周能領破10001000元失業救助元失業救助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失
業浪潮來勢洶洶﹐彭博經濟研究公司
（Bloomberg Economics）指出﹐隨著這波企
業裁員潮持續﹐這幾百萬份的工作中將有
30%會完全消失﹒
根據彭博經濟研究公司的數據顯示﹐2月
至5月﹐美國失業總人數增加了約30％﹐有
鑑於疫情帶來的勞動力重新分配的衝擊
（reallocation shock）﹐彭博社預估這種風險
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項調查以就業﹑
裁員及企業徵才及失業率之間的關係作
為基礎﹐並指出雖然美國就業市場將迅速
復甦﹐但仍會有數百萬人長期待業﹒美國
聯準會（Fed）主席鮑爾也在上周指出﹐預
計將有數百萬美國民眾無法重返原本的
工作崗位﹐許多人將有一段時間難以找到

工作﹒
此外﹐為了幫助那些受新冠所苦﹐而失去
工作的人﹐《 CARES》法案對失業救濟金
進行了重要修改﹐其中一項規定將額外提
供最高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救濟﹒這筆額
外的救濟金在7月31日之前都能領取﹐也
就是說﹐目前有多達叁分之二的工人每周
領取的失業救濟金﹐反而還超過了他們原
本的工資﹒根據芝加哥大貝克爾·弗裏德
曼經濟研究所進行的新研究指出﹐五分之
一的工人所獲得的收入至少是他們工作
時收入的兩倍﹒
針對這筆原本原定於7月終止的額外救助
金﹐國會正在辯論下一步的行動﹒不少人
認為﹐這筆援助可能再延長半年﹐因為預
計失業率將持續一段時間﹒許多人還擔

心疾病的風險﹒也有人認為﹐這筆款項應
該會如期結束﹐有鑑於許多民眾「領的比
賺的多」﹐導致民眾無心回歸工作崗位﹒
根據勞工部網站顯示﹐失業率在五﹑六月
有下緩趨勢﹐5 月 23 日﹐大約有 2950 萬美
國工人正在領取失業救濟﹐主要來自各州
和與大流行有關的各種計劃﹒根據美國
勞工部的數據﹐相比去年同期全國只有超
過150萬的失業人口﹒
德州勞工委員會說﹐從3月中旬到5月28
日﹐德州有280萬人提出失業申請﹐且已有
近180萬工人獲得了失業救助﹐德州人從
每週 600 美元的補助金中總共獲得了 70
億美元﹒根據叁月底的數據顯示﹐德州的
失業工人平均每週能領427美元﹐加上600
元的額外補助﹐失業勞工每周的收入竟能

破1000美元﹒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安東尼·福西
（Anthony Fauci）博士在周日授訪指出﹐在

新冠大流行之後﹐社會可能會在一年之內
恢復正常狀態﹐但是人們對於典型夏季旅

行和活動的慾望可能會從此降低﹒
截至目前﹐全美確診案件總數超過
200萬﹒在過去一周中﹐有18個州的
病例都出現增加趨勢﹐其中6個州的
病例數上升了 50％以上﹒這導致一
些政府和衛生官員暫緩了重新開放
的步調﹒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截
至星期一清晨﹐美國有 11 萬 5000 多

人死亡﹒
福西指出﹕「從感染率的變化來看﹐我感覺
（疫情）更可能是用幾個月而不是幾週來衡
量的﹒」但他也表示﹐案件的大幅增加並不
一定代表「第二波」來臨﹐並補充說﹐如果妥
善處理這陣子的上升趨勢﹐將可以避免秋
季發生的第二波疫情發生﹒「如果未正確的
方式採取措施﹐那麼不可避免的是秋季會
出現所謂的第二波疫情﹐甚至還會大幅增
加﹒」
而福奇採訪中也對疫苗研發表示樂觀﹐他

指出目前有不只一種的疫苗可能會研發成
功﹒他說﹕「潛在的疫苗目前正取得重大進
展﹒我們可能有四到五種﹒」他解釋﹕「永遠
不能保證疫苗會成功」﹐但是「我們從早期
結果中看到的一切﹐可以預期我們會獲得
了兩到叁種成功的疫苗﹒」儘管科學家繼續
研究可能的病毒疫苗﹐但衛生官員仍在鼓
勵與社會保持距離﹐保持衛生習慣以及使
用面罩來減輕傳播﹒

福西福西﹕﹕社會可能會在一年內恢復正常狀態社會可能會在一年內恢復正常狀態

中國城搶案增中國城搶案增 鎖定落單女性鎖定落單女性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期間犯
罪案件紛傳﹐位於中國城的大通銀行在本
月8日遭砸玻璃﹐門口如今只能暫時用一
片木板擋著﹒
接著分別在上周的10號與11號﹐接連在
各廣場停車場發生 2 起落單女性遭一輛
白色保時捷搶包事件﹐據中華文化中心特
別做出的警告指出﹐作案保時捷車牌為

MPY 5389﹐請民眾留意﹒根據警方指出﹐
這台車最初是在外州申報失竊﹐不知何故
出現在休斯頓﹒
面對進來治安問題﹐中國城警局卻遲遲未
開﹐許多民眾擔心中國城警局﹐可能會在疫
情與佛洛伊德案的打擊之下被永久關閉﹐
因此在網上發起連署﹐目前該連署書已有
超過3000多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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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

着全球各界人士的心，许多国家为疫情

防控所需，陆续出台了相关的入境管制

措施，不少人的出境计划只能就此搁置

。另一方面，许多申请移民的家庭也在

观望，自己的申请进度是否也会受到影

响。

暖心的是，疫情当下，不少移民热

门国家反而为中国移民申请人打开“绿

色通道”！

通常情况下，瓦努阿图护照申请人

需要出境登陆香港宣誓。针对疫情期间

出境难的问题，瓦努阿图及时提供了有

效、便捷、安全的宣誓方式：护照申请

人可以通过视频宣誓，无需出境，即可

拿到护照。

值得关注的是，据中国驻瓦努阿图

大使馆消息，2月7日，在瓦努阿图总理

萨尔维举行的捐款仪式上，驻瓦努阿图

大使周海成接受了瓦政府向中方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提供的1000万

瓦图援款。

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代表瓦政府和

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深切同情

和最诚挚慰问，并表示，瓦努阿图作为

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将坚定地与中

方站在一起，与国际社会一道抗击病毒

。

被誉为澳洲后花园的瓦努阿图，是

全球旅客热衷的度假圣地，其低至8万

美金的投资移民项目更另其成为移民人

士的首选。目前办理瓦努阿图护照：

门槛低：无语言、学历要求；无须

经商经验，无须创业；

手续简单：申请文件简单，一步到

位获英联邦护照；

周期短：约30个工作日*即获批；

税务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营业税

、资本税、房产税及遗产税；

无移民监：无居住要求，不影响国

内生意；

通行全球：免签/落地签124个国家

及地区，包括英国、法国、瑞士、中国

香港、俄罗斯；

承认双重国籍

马耳他：暂停补件期限规定

根据目前疫情的影响，考虑到申请

人在现阶段准备文件的难度，马耳他身

份局（MRVA）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

所有中国（包括香港）的申请人暂停补

件期限的规定，即现阶段不要求中国申

请人在收到补件信的90日内完成补资料

，直至进一步通知。

与此同时，马耳他身份局还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欢迎中国申请人，并继续

对中国的申请提供全力支持。

马耳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也

是一个具有足够人性化且包容的国度。

马耳他总统维拉此前就明确表示，马耳

他人民全力支持中国政府抗击疫情。

那么，目前马耳他的疫情防控情况

如何？

马耳他目前尚未有肺炎病例。根据

马耳他当地报道，马耳他圣母医院Ma-

terDei已经建立了隔离区，以防发现有

携带冠状病毒者可以及时进行入院隔离

治疗，口罩及防护物资配备目前也是充

足的。

同时，马耳他国际机场也在严格筛

查来自被发现疫情国的机场的旅客，严

密监测，保障岛内的高度安全。马耳他

国际机场等主要出入口都有标语，为从

受影响地区来的旅客提供有关该疾病医

疗症状的建议。

这次疫情爆发，让越来越多投资人

都开始关注医疗健康。而马耳他这个国

家在医疗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

马耳他在医疗设施和服务方面被世

界健康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认可为世界第五位的水平，排名

较英国(18)、澳大利亚(32)、瑞典(32)、

加拿大(30)、美国(37)更高。同时，马耳

他也连续多年蝉联世界适宜居住及养老

的国家排行榜前三，马耳他公民的平均

寿命期望值位居世界前列。

如果您在马耳他生了病，不要着急，

马耳他有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150多家，

分公立和私立两种类型，就医体验都相当

不错。值得一提的是，马耳他的医疗系统

与英国非常类似，实行免费的公立医疗，

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在各大公立医院享受国

家医疗体系所提供的免费服务。

除了医疗水平高以外，这个集“欧

盟、申根国、欧元区、英联邦”于一体

的国家，还有众多居住、投资优势，移

民热度始终高居不下。目前办理马耳他

投资移民：

要求简单：无学历、语言、工作经

验、商业背景要求，一步到位获得长期

居留签证；

安全：先获批再投资，自有投资，

投资国家A级债券，资金安全；

唯一：全球唯一四位一体国：即欧

盟成员国、申根国、欧元国、英联邦国

家；

四代移民：一人申请，全家四代人

移民；

零居住：无居住要求，只需申请时

登陆;

英式教育：顺利对接欧美主流教育

体系

工作无忧：当地工作机会多、经商

自由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积极提供援助

，比如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日本等

等（详细内容）。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终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

疫情当下，这些国家反而为中国移民申
请人打开“绿色通道”

澳大利亚眼下正逐步恢复经济活动。

然而，为防范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禁国门

措施严重冲击该国最丰厚的收入来源——

入境移民潮，从而打断三十年来的经济稳

定增长趋势。

根据预测，自今年7月1日至明年6月

30日的下个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净移民、包

括留学生和持技术工人签证来澳者的人数将

减少85%。这将导致各行业消费需求下降，

包括汽车、房地产乃至珠宝首饰业。

印度裔居民古尔米特· 图利在悉尼市

郊区帕拉马塔经营一家珠宝首饰店，那里

原本聚居数以万计移民。疫情暴发以来，

图利的生意一落千丈。

图利说：“我的主要客户是来澳留学

的年轻人，他们学成后在这里找到工作、

定居恋爱，然后决定结婚。”然而，“过

去两个月，我一只钻戒都没卖出去”，今

年以来，店营业额下跌大约40%。

“鲜饗茶”饮料连锁店近年在澳大利

亚扩张迅猛，正是得益于广大留学生群体

对这类亚洲风味茶饮料的欢迎。管理这家

连锁店特许经营授权的澳大利亚EFC集团

商业开发经理奥兰多·桑普说，留学生入境

冻结导致部分店铺销售额下降多达80%，

一家设在悉尼市校园内的门店甚至被迫关

闭。

在不少经济分析师看来，如果没有新

移民潮充实本国人口，澳大利亚去年就会

结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

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今年可能陷入近30

年来首次经济衰退。

AMP资本投资公司的沙恩· 奥利弗

估计，澳大利亚近年来的人口增长每年

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约一个百分点。但随

着移民潮停滞，教育、住房和旅游产业

受到重创。

澳大利亚留学生群体近年大约占澳入

境移民总数的40%。这股源流一旦“干涸

”，将使教育产业损失370亿澳元（约合

1777亿元人民币），重创澳大利亚这一仅

次于旅游的服务出口业。

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正游说

联邦政府对留学生入境“网开一面”，以

便“拯救”州内大学。留学生每年为该州

创收130亿澳元（624亿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

地产开发市场因新移民住房需求兴盛多年

，也将因入境移民人数大减大受打击。

路透社报道，尽管澳大利亚不同政治

阵营就移民议题分歧明显，但各方普遍认

为，澳大利亚每年需要吸收20万至30万新

移民，以推动本国消费需求、填补多行业

技术工人缺口。

AMP分析师奥利弗说，随着经济增速

放缓、失业率攀高，澳大利亚出现“减缓接

收移民”的呼声，但现实是“如果我们想要

经济恢复正常，我们需要移民回归”。

澳政界高层也意识到这一点。总理斯

科特·莫里森上周说，澳大利亚需要每年接

收16万至21万新移民，以维持现有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他同时承认，现有

防疫限制令将为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

性，将是疫情一项“实质性影响”，“因

为我们的边界短期内不会开放”。

澳政府正和新西兰磋商恢复两国间人

员自由流动。新西兰是澳大利亚劳动力主

要来源之一，大约60万新西兰人在澳工作

生活。

澳中央银行预测，今年经济将萎缩

6%，明年有望回弹6%。不过，不少行业

分析师和企业经营者警告，如果入境移

民规模不能完全恢复，经济难以实现

“可持续复苏”。

疫情冲击移民潮
澳三十年增长难复

经历了小半年为疫情揪心的日子，

如今是终于到了能喘息一下的时候。进

入6月，除了个别国家情况尚显严峻以

外，大多数国家的疫情都已经趋于平稳

，中国不用多说，生活节奏已经逐渐恢

复正常，而欧洲多国的疫情也得到了控

制，已经在逐步地开放公共设施，包括

旅游景点、酒店和娱乐场所，复工复课

也已开始提上日程，按计划地恢复了。

而移民申请人们十分关心的欧洲，

形势也逐渐明朗，曾经属于欧洲疫情高

发地的意大利，已经在采取严格防疫措

施的情况下重新开放了部分旅游景点，

而疫情严重程度比之要轻许多的希腊，

根据最新的消息，也已经准备好了重新

面向世界开放大门。根据希腊旅游部表

示，从6月15号开始，希腊便将根据当

前的各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向包

括中国在内的疫情较轻的29个国家开

放边境，国际航班可以降落在雅典和萨

洛尼卡，而7月1日以后，国际航班就

可以被允许降落希腊全境机场，包括所

属岛屿。

对于诺亚新鸿的移民申请人来说，

希腊的“解封”毫无疑问是个极好的消

息，这不仅意味着其境内的疫情已得到

控制，安全更有保障；更代表着，前往

当地考察看房所面临的阻碍将大大减小

，即便短时间内尚无法恢复到疫情爆发

前的便利，但申请人们到底还是能够迈

出国门，先踏出移民的第一步了。

而除了即将解禁的好消息外，在人

们普遍担心的疫情会对经济造成重创的

问题上，希腊也及时给出了令人安心的

答案。据诺亚新鸿所获消息，为了应对

疫情的冲击，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总

价值达7500亿欧元的“欧盟新生代”复

苏计划，以帮助整个欧盟地区尽快走出

疫情阴影，实现经济振兴复苏。根据计

划，其中5000亿欧元是直接拨款到各个

国家，2500亿则是采取贷款方式，而希

腊在这份援助计划里，分到的“蛋糕”

就是不小的一块。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上周四在内阁

会议上表示，目前希腊已经从欧洲复苏

基金中获得了320亿欧元，其中225亿

欧元是直接的拨款融资，95亿欧元则是

为期三年的贷款形式。为什么希腊能够

获得欧盟的“偏爱”呢？诺亚新鸿专家

分析，正如总理所说的那样“欧洲现在

对希腊显示信心的结果，这是对我们国

家去年重获伟大信誉的切实承认”。

由于早年的欧债危机，希腊的经济

问题一直是移民申请人们纠结的重点之

一，希腊购房移民政策刚出台的两年，

每每有申请人向诺亚新鸿咨询，对于希

腊经济状况的担忧总不会被落下，然而

，随着希腊在复苏经济上的种种举措越

来越有成效，移民政策受关注度越来越

高，近几年来关于希腊经济的争议声音

已经逐渐平息，甚至，人们对于希腊经

济的信心已变得越来越足。

一场疫情，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都

是毫无疑问的一场巨大危机，很多人以

为，在疫情逐渐被控制，各国日常秩序

逐渐恢复以后，经济复苏才是要面对的

头号难题，但实际上，这场“经济保卫

战”中，谁能够抢先突出重围，取得亮

眼的成绩，早在疫情开始之时，便已经

埋下了伏笔。

就如希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尚未

公布解封之日的时候，其就能够抢先一

步，快速按下重启键，与其在疫情爆发

时期的良好表现就有很大关系，早期的

高度重视，快速的危机应对，采取的一

系列有效措施，在民生方面的积极保障

都让希腊在疫情面前有了更强的抵抗能

力，不至于手忙脚乱，于是我们可以看

到，在邻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希腊却并

未跟着陷入大的慌乱之中，无论是确诊

人数还是死亡数量都低于多数国家。

应对危机时的高效及时，也使得希

腊比其他国家能留出更多的精力来尽早

地把国民经济振兴这件事儿提上日程，

因此，尽管经济难免在此次危机中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结合当前的表现

来看，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人们对于

希腊经济能早日恢复都有着充足的信心

。

对于希腊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移

民申请人们也都看在眼里，而随着即将

解禁的消息传来，最近几天联系诺亚新

鸿咨询希腊移民的申请人也明显地呈现

出了增多趋势，从交流中我们也了解到

，之所以希腊移民的热度回升飞快，一

方面是申请人对于希腊政府的应对举措

感到认同，进而对整个国家产生了信心

；另一方面就是源于前不久公布的移民

改革法案了，5月中旬，希腊议会通过

了一项修正案，新法案中对于申请人们

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包括涨价、子女

年龄限制等内容都有所提及，尽管在其

他申请细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放宽，但

涨价这个申请人最为担心的议题却是又

一次实锤落地，于是，与其拖延下去面

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涨价的这个定

时炸弹，聪明的申请人们大多都选择了

抓住现在，尽早办理。

解封在即！希腊移民还能
重现疫情前的辉煌吗？

麻省總醫院下周健康專欄稿麻省總醫院下周健康專欄稿
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與肥胖症之間的聯繫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與肥胖症之間的聯繫

【【本報訊】】關鍵要點關鍵要點
• 肥胖症是一種會對身體造成多方面影
響的疾病
• 因新型冠狀病毒住院治療的患者如果
同時患有肥胖症更有可能需要重症監護
病房（ICU）護理。
• 通過限制與其他可能感染冠狀病毒的
人接觸來降低感染風險

就我們目前所知而言，肥胖症並不
是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因素。然而
，有新數據表明，肥胖症患者如果感染
了新型冠狀病毒則更可能需要重症護理
。

“我們發現肥胖症患者一旦感染病
毒會更需要重症監護病房護理。”麻省
總醫院體重中心副主任Angela Fitch醫生
說。
“雖然肥胖症在美國不被認為是一種疾
病，但它確實是，而且我們發現肥胖症
是新型冠狀病毒重症患者中常見的合併
症。”體重中心主任兼美國代謝與減肥
外 科 協 會 （ASMBS） 主 席 Matthew
Hutter醫生說。

Fitch醫生和Hutter醫生分享了連接
肥胖症和重症新型冠狀病毒的四個具體
風險因素，並就如何降低風險展開了討

論。
導致新型冠狀病毒重症的風險因素
1. 炎症

當您的身體發炎時，免疫系統不會
對病原體做出適當的反應，在這個例子
中，病原體指的就是病毒。 “過多的脂
肪會導致全身處於發炎狀態。” Fitch
醫生說。換句話說，肥胖症所導致的發
炎會因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而擴散，並
且會導致更加嚴重的感染症狀，或引發
其他不相關的疾病。
2.血栓

由肥胖症或病毒引發的炎症也會導
致肺部血液凝固或凝結。 “您出現血栓
的風險已經因肥胖因素增加，然後您如
果還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而它的其中
一個病狀就是血栓，” Fitch 醫生說，
“這樣可能會導致病情惡化。”
3.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CE）受體

研究表明，冠狀病毒是通過血管緊
張素轉化酶受體（ACE 2）進入細胞的
，隨著肺組織上的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受
體的不斷增加，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也
會愈發嚴重。脂肪細胞通常載有更多的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受體；因此，有一種
理論認為，病毒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引

發嚴重的疾病。 “然後，免疫反應會引
起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ARDS），導
致患者無法獲取足夠的氧氣，需要呼吸
機協助。” Fitch醫生說。
4. 與肥胖症相關的疾病

代謝綜合徵與其他疾病相關，如糖
尿病、高血壓和高膽固醇血症等。 “與
肥胖症具體相關的一個並發症是低通氣
綜合徵，在此情況下，過多的胸壁組織
會使患者難以進行充分的深呼吸。”
Hutter醫生說。 “這些合併症會導致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症狀惡化。”
降低風險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
發布前，公眾應盡一切可能避免傳播冠
狀病毒。其中包括人與人保持安全的社
交距離、勤洗手以及在公共場所佩戴口
罩等。肥胖症患者或有其他危險因素的
人都屬於高危人群，應更加註意避免接
觸冠狀病毒。

“肥胖症是一種終身的慢性疾病，
同樣需要接受治療。” Fitch 醫生說。
“我們希望人們知道，如果您患有肥胖
症，現在就該開始行動爭取減掉5-10%
的體重。在肥胖症醫學團隊的協助下，
您可以在 6-12 個月內實現目標。如果

您感染了病毒，這樣做還有可能降低病
情惡化的風險。”

對有些人來說，手術是達到長期減
肥目標的必要有效手段。 “最好的一種
治療方法是進行代謝和減肥手術，它能
改善生活質量，幫助預防與肥胖症相關
的疾病和未來的其他疾病，包括嚴重的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Hutter醫生說。

以健康的方式達到減肥效果幾乎沒
有什麼風險，而當中最好的方法之一就
是採取適當的營養飲食。如今，世界正
面臨供應鏈問題，要獲取新鮮食材變得
非常困難。 Fitch 醫生建議，減肥人士
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盡量做出最佳選擇
，例如在冰箱裝滿漿果、堅果和綠葉蔬
菜等植物性食物，因為它們含有能夠增
強免疫系統的重要營養成分。
在培養健康減肥習慣方面， Fitch 醫生
還分享了其他建議：
• 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
• 避免攝入酒精，因為酒精也會損害您
的免疫系統
• 通過正念冥想練習減輕壓力
• 在家中盡可能地活動起來
展望未來

Fitch醫生還提出了一個潛在的積極

因素：目前面臨的健康危機讓越來越多
的人意識到肥胖是一種疾病，而非生活
方式的選擇。

正如Hutter醫生在每月寫給美國代
謝與減肥外科協會（ASMBS）成員的信
中所所述： “肥胖症正顯露出它兇惡的
真面目。”鑑於患有肥胖症以及與肥胖
症相關疾病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更可能
需要呼吸設備，因而肥胖症以及治療該
疾病的選擇正在受到重視。

另外一個潛在的積極因素是，這場
公共健康危機可能成為一個轉折點，將
促使人們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在整個
疫情期間，許多人開始每天步行、提前
準備餐食和在家做飯。

“即便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
麻省總醫院體重中心仍照常開放並接收
新患者。” Fitch醫生說。 “我們的門
診一直開放，我們非常鼓勵患者前來問
診。”

如果您現在就邁出第一步，我們現
在就能開始治療，未來也可以為您安排
安全的手術， Hutter醫生補充道。

德州德州0606//1515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截止到週
一上午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大休斯敦地區病毒
感染人數感染人數2643426434人人,, 504504人死人死
亡亡,,1065110651 人痊癒人痊癒 ..德州感染德州感染
人數人數 8787,,854854 人人，，11,,976976 人死人死
亡亡 。。 全 美 感 染 人 數全 美 感 染 人 數 22,,165165,,
872872 ，， 117117,,883883 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
根據德州健康和服務局根據德州健康和服務局

的統計的統計，，德州已經完成了德州已經完成了
146146 萬人的病毒檢測萬人的病毒檢測，，確診確診
人數超過人數超過 88..77 萬人萬人，，這項統這項統
計的比例為計的比例為55..77%%。。

此外此外，，德州參加病毒測德州參加病毒測
試的人數僅佔整個德州人口試的人數僅佔整個德州人口
的的44..88%.%.

隨著德州確診人數的繼隨著德州確診人數的繼
續增加續增加，，德州州長艾伯特稱德州州長艾伯特稱

，，德州沒有必要將已經開放德州沒有必要將已經開放
復工的商業重新關閉復工的商業重新關閉。。

哈瑞斯郡警局上週六已哈瑞斯郡警局上週六已
經確認經確認，，第二名警員因感染第二名警員因感染
病毒後去世病毒後去世。。截至目前截至目前，，該該
警局已經有警局已經有332332人確診人確診，，1515
人正在就醫人正在就醫，，254254人痊癒人痊癒。。

德州大學奧斯丁一些運德州大學奧斯丁一些運
動員聯名向體育機構提出要動員聯名向體育機構提出要
修改該大學的一首傳統歌曲修改該大學的一首傳統歌曲
““德州之眼德州之眼”“”“The Eyes ofThe Eyes of
TexasTexas”，”，並認為這首歌帶並認為這首歌帶
有種族色彩有種族色彩。。作為傳統作為傳統，，這這
首歌常常出現在橄欖球比賽首歌常常出現在橄欖球比賽
和其他的體育比賽中和其他的體育比賽中。。這個這個
舉動舉動，，目前在網上正引起極目前在網上正引起極
大的爭議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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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本報記者秦鴻鈞 ）剛來到美國的
華人,最早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
還能吃到國內每天必喝的豆漿，吃到三
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雲吞，成
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
漿，使所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
藉中，能在異鄉再重拾信心與精力，在
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個高峰。而
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照
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
新，來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

以東方的食材為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
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著也帶動 「豆
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的潮
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
繁榮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
風味，並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
傳統食品中。一個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
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麵筋腸而賺
錢獲利。 Chiu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司
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
話而變的太認真。 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
椒和綠辣椒豆腐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
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筋腸食品有不
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
玉米麵筋腸的計劃和工作。 Carol Chiu
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兒子從台灣台北搬
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務。 但抵
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
。 公司總裁Carol Chiu說: 我們可以自己
製作好的和新鮮的豆腐。 因為Carol全
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人決定在
一個3000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
的豆腐工作製作。 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
爾斯內夫（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
購買機器，查爾斯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
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 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 當他到達德州
時，一些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 他說
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豆腐和豆漿對
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說: 2001年，

這個家庭開始出售春捲。 這是一種以可
識別的形式將豆腐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
。 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食品和主菜
，包括玉米粉蒸肉。 2005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
如雞肉，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
麵筋腸的市場結果表現，因為它是一種
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嘗試品嚐玉
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想要製作一種
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 我
認為很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他每
週幾天在當地的Whole Food食品市場商
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品。 我希望人
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鎮的
玉米麵筋腸一樣好。 最近到整個食品市
場的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
腸非常好吃，並將9.99美元的麵筋腸食
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
是一種味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
豬油和肉製成。 這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
食物。 我們很喜歡它，因為它是一種在
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食品公司Kirby Drive的品嘗
專家Sarah Drews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
和豆腐麵筋腸。 客人們一直都在享受和
搜索玉米麵筋腸。 許多最好奇的顧客都
是西班牙裔，Gary Chiu說。 我們已經
找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
當地的玉米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
筋腸。 今天，家人和十幾名工人在休斯
頓西南部32,000平方英尺的豆腐麵筋腸
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
腐炒飯以及其他產品。 Gary Chiu說，

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做了很多豆腐系列
產品。 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式的豆腐
，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
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
年產生了超過300萬美元的銷售額，公
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協
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
近40億美元，高於1992年的3億美元
。 豆腐現在正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
（包括老豆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
豆干、油豆腐、豆漿）都是採用高蛋白
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是唯一在
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
中、美各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
公司」 的地址：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575- 8801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中華公所休士頓中華公所 新舊主席交接新舊主席交接

休士頓辦事處處長休士頓辦事處處長 陳家彥處長致詞陳家彥處長致詞
讚揚中華公所堅定不移支持政府讚揚中華公所堅定不移支持政府

66月月1414日中華公所交接典禮由秘書長陸忠主持日中華公所交接典禮由秘書長陸忠主持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恭喜兩恭喜兩
位前主席李世威鄭雅文完成位前主席李世威鄭雅文完成20192019 年任期可圈年任期可圈
可點可點！！並恭賀即將上任的並恭賀即將上任的20202020 年徐朗和關邦年徐朗和關邦

健兩位共同主席健兩位共同主席

中華公所所屬中華公所所屬2424僑團會員代表與會僑團會員代表與會，，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 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長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出席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出席

20202020 年關邦健共同主席致詞年關邦健共同主席致詞 20202020 年徐朗共同主席年徐朗共同主席 相信相信20202020 中華公所定中華公所定
能鴻圖大展為僑社服務不遺餘力能鴻圖大展為僑社服務不遺餘力

在休士頓辦事處處長在休士頓辦事處處長 陳家彥處長監交下陳家彥處長監交下
兩位前主席李世威鄭雅文將印信交給兩位前主席李世威鄭雅文將印信交給 20202020

年徐朗和關邦健兩位共同主席年徐朗和關邦健兩位共同主席

前主席李世威完成前主席李世威完成20192019 年任年任
期可圈可點期可圈可點

前主席鄭雅文完成前主席鄭雅文完成20192019 年任期可年任期可
圈可點圈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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