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cdaily.com

Tuesday  June 16 , 2020  |     www.today-america.com     |     Southern News Grou

U.S. to allow companies to work with 
Huawei on standards -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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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he U.S. will amend its prohibitions on U.S.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s Huawei to allow 
them to work together in standards settings for next gener-
ation 5G network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Inside C2

FILE PHOTO: 
The U.S. flag and 
a smartphone 
with the Huawei 
and 5G network 
logo are seen on a 
PC motherboard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January 29, 
2020. REUTERS/
Dado Ruvic/Illus-
tration/File Photo

signed off on the rule-change and it is awaiting publication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the people said.

The amendment comes a little more than a year after the U.S. 
placed Huawei o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s so-called “enti-
ty list,” thereby restricting sales of U.S. goods and technology 
to the company o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Reuters exclusively reported last month that the amendment 
had been drafted and was awaiting approval.

U.S. FDA re-
vokes emergency 
use status of drug 
touted by Trump 
for COVID-19

(Reuters) -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 on Monday revoked the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malaria drug hydroxychloro-
quine as a treatment for COVID-19, the use of 
which has been champion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FDA said based on new evidence, it was 
no longer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oral formu-
lations of hydroxychloroquine and the related 
drug chloroquine may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
virus.

The move comes after several studies of the drug 
suggested it was not effective, including a wide-
ly anticipated trial earlier this month showed it 
failed to prevent infection in peopl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virus.

In March, Trump said hydroxychloroquin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ntibiotic azithromycin had 
“a real chance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 game chang-
er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with little evidence 
to back up that claim.
He later said he took the drugs preventively af-

ter two people who worked at the 
White House wer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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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ates may need to reimplement the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hat were put 
in place earlier this year if U.S. corona-
virus cases rise “dramatically,” 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fi-
cial said Friday.
“Right now, communities are experienc-
ing different levels of transmission oc-
curring, as they gradually ease up onto 
the community mitigation efforts and 
gradually reopen,” the CDC’s deputy di-
rector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Jay Butler, 
told reporters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If 
cases begin to go up again, particularly 
if they go up dramatically,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more mitigation efforts 
such as what were implemented back 
in March may be needed again,” Butler 
said. He said the decision to reimplement 
measures will have to be made locally 
and based on “what is happen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regarding disease trans-

mission.”

The “pandemic is not over” and it’s im-
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Covid-19 is still 
making headlines everywhere, he added.
There is a concern by public health ex-
perts that some states are opening pre-
maturely, but there is also a desire to 
mitigate economic hardships as U.S. job 
losses mount, keeping up the pressure 
on state leaders to allow people to go 
back to work. Texas, for example, was 
among the first states to relax its state-
wide stay-at-home order, allowing it to 
expire April 30. This week, the state re-
ported new highs in cases and a series of 

record-breaking coronavirus hospitaliza-
tions. Covid-19 has sickened more than 
2 million Americans and killed at least 
113,820 since the first confirmed U.S. 
case less than five months ago, accord-
ing to data compil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t’s unclear what would be considered 
a “dramatic” rise. Texas is not alone in 
seeing an increase in cases after lifting 
stay-at-home orders. At least 23 states 
are seeing a rise in cases when looking 
at a seven-day average of daily new cas-
es. Overall, the U.S. is seeing roughly 
20,000 new cases a day,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data.

With the CDC allowing states to chart 
their course, we’re likely to see a mix 
of responses to case increases on a state-
by-state basis. For example, Oregon and 
Utah put further reopening measures on 
hold after seeing a spike in cases. How-
ever, Texas is continuing to loosen its 
restrictions even as cases climb higher.
The CDC updated its national and state-
by-state forecasts for the number of peo-
ple expected to die of Covid-19 in the 
month ahead. The agency says it now ex-
pects between 124,000 and 140,000 total 
Covid-19 deaths in the U.S. by July 4. 
The CDC added that it expects Covid-19 
deaths to accelerate in Arizona, Arkan-
sas, Hawaii, North Carolina, Utah, and 
Vermont over the next four weeks com-
pared to the past four weeks.
On Friday, the CDC published results 
from a survey, which found that a major-
ity of Americans say they would not feel 
safe if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meant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were lifted nationwide. Of the 2,402 peo-
ple who completed the surveys, 74.3% 
nationwide reported they would feel un-
safe if U.S.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com-

pared with 81.5% in New York City and 
73.4% in Los Angeles, according to the 
CDC. New York City and Los Angeles 
have seen some of the largest outbreaks 
in the U.S.

CDC Director Robert Redfield
CDC Director Robert Redfield told re-
porters Friday that it continues to be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Americans 
embrace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hand-washing and wearing a face cover-
ing when in public.
“I know that people are eager to return 
to normal activities and ways of life, im-
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his,” he said. 
“This situation is unprecedented. And 
that the pandemic has not ended.”
The CDC also released guidance on how 
Americans can resume certain activities, 
like dining out or using a gym, safely. 
The briefing Friday was the CDC’s first 
open news briefing in three months.
The CDC has remained largely silent on 
the pandemic. Last month, the agency 
quietly released detailed guidance for 
reopening schools, mass transit and non-
essential businesses that had been shut 
down in an attempt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in the U.S.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Related
Rapid COVID-19 Test Using 
Nanoparticle Technology Devel-
oped: Results In 10 Minutes.

BALTIMORE — Ever since the coro-
navirus pandemic took hold of the 
country,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 have been 
trying to engineer nanoparticles that can 
serve as a diagnostic tool for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COVID-19. Not only 
does it appear they’ve succeed, but in the 
process they’ve created a test that can 
yield results in just ten minutes.
In recent years, bioengineers have 
sought ways to use nanoparticles for all 
sorts of medical purposes. Nanoparticles 
are extraordinarily tiny materials that can 
perform whatever function they were en-
gineered to do. They are commonly used 
in medicine as a way to deliver drugs to 
a person or to detect specific markers in 
a biological sample.
Last week the researchers announced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a test that uses 
plasmonic gold nanoparticles and chang-
es colors in the presence of COVID-19. 
The great news about this test is that it 
can detect the virus in as quickly as ten 
minutes.

“Based on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we 
believe this promising new test may de-
tect RNA material from the virus as early 
as the first day of infection. Additional 
studies are needed, however, to confirm 
whether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says 
lead author Dipanjan Pan, PhD, a profes-
sor of diagnostic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 and pediatrics at the school, in 
a university release.
All a patient needs to do is provide a 
nasal swab or saliva sample, and the 
nanoparticles do the rest of the work. 
The gold nanoparticles check to see if 
there is a specific protein present in the 
biological sample. The protein it looks 
for is unique to the coronavirus, and acts 
as a binding site for the nanoparticles. If 
the nanoparticles detect the presence of 
this protein then they turn the color of the 
liquid they are placed in from purple to 
blue. (Courtesy https://www.studyfinds.
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DC Says U.S. May Bring Back
Strict Coronavirus Measures

If Cases Go Up ‘Dramatically’

With the relaxing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restrictions,                                            
visitors crowd the boardwalk on Memorial Day.

KEY POINTS
States may need to reimplement the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hat were put 
in place earlier this year if U.S. coronavirus cases rise “dramatically,” the CDC said.

“Right now, communities are experiencing different levels of transmission occurring, 
as they gradually ease up onto the community mitigation efforts and gradually re-

open,” one CDC official said.

Stay Safe!           Wear Mask!

LIVE

CORONAVIRUS DIARY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ur community
has suffered so much pain and lost so
many people, and we still are feeling so
much uncertainty.

Last week there was another tragedy in
Atlanta, Georgia. A twenty-nine year old
black man, Rayshard Brooks, was fatally
shot by officers in a struggle following a
field sobriety test. Authorities said the
lone man had grabbed an officer’s
Taser gun, but was running away when
he was shot. Mayor Lane said s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justified use of
deadly force. Police chief Erika Shields
immediately resigned, but still couldn’t
calm the people.

Recent unrest in this country is not just a
simple conflict between police force and
the citizens. This is a long-standing
social issue in our nation. When we look
at our school system, the poor school
districts do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teach the students adequately. A lot of
them come from single parent or broken
family homes. Many can’t even get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don’t expect
to go to college to get more education.
When these groups of young people do
not have the skills to get a job, they
became a social problem. When Dr.
Martin Luther King fou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1960’s, the
political struggle just
could not be
improved. The black
community living with
this challenge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a slogan.

We are so angry and
sad to watch some
politicians use
African, Asian and
Chinese issues to
gain their own
political interest.

We are still urging all people to be united
and to use all our effort to 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

0606//1515//20202020

We Need To Be Calm AndWe Need To Be Calm And
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



Members of the Bangladesh Police wear protective masks as they join a yoga 
session to boost their immune systems a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continues, 
in Dhaka, Bangladesh.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People participate in a Black Trans Lives Matter rally in the Brooklyn borough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Stephanie Keith  

A protester carries an injured counter-protester to safety, near the Waterloo station during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Dylan Martinez    

C3

Editor’s Choice

People drink outside a bar during the reopening phase follow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East 
Village neighborhood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Jeenah Moon  

People take part in an All Black Lives Matter march, organized by Black LGBTQ+ leader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Ringo Chiu  

A caged statue of Confederate President Jefferson Davis departs on a truck after 
being removed from the state capital in Frankfort, Kentucky. REUTERS/Bryan 
Woolston  

Demonstrators participate in a protest rally for Robert Fuller whose body was found hanging 
from a tree a block from Palmdale City Hall, in Palmdale, California.  REUTERS/Ringo Chiu    

West Point graduating cadets throw their hats in the air in celebration as U.S. Army helicopters fly overhead at 
the culmination of their 2020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Graduation Ceremony attend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W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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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AMBRIDGE, England — Is the 
worst of COVID-19 behind us? Or is 
a second wave about to descend upon 
the world? You’ll probably get a lot of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depending 
on who you ask, of course.                                                                                                                        
A new study from the universities of 
Cambridge and Greenwich, however, 
formulates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a 
second coronavirus wave from coming. 
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it all comes 
down to the mask. Simply put, every-
one needs to wear a mask, the authors 
conclude.
Population-wide adoption of face masks 
in public spaces,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lockdown measures, should be 
enough to keep the virus’ “reproduc-
tion” (R) number down to under one. 
This will ward off a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eam’s models.
‘Immediate, Universal Adoption Of 
Face Masks By Public’
Current measures like store closures 
and social distancing aren’t going to 
be enough to prevent a second wave. 
However,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ven 
homemade masks offering seemingly 

limited prot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
crease infection rates. That is, of course, 
if enough people wear them regularly. 
The authors note it shouldn’t matter if a 
person is feeling sick or not; everyone 
needs to wear one.

 It’s proven difficult to convince ev-
eryone to wear a mask, as many feel as 
though their personal freedoms or rights 
are being infringed upon. There’s no 
surefire way to remedy everyone’s out-
rage, but the research team recommends 
advertising and information campaigns 
all over the world focusing on the altru-
istic side of the practice. For example: 
“My face mask protects you, your face 
mask protects me.”
“Our analyses support the immediate 
and universal adoption of face masks by 
the public,” says lead author Dr. Richard 

Stutt, from Cambridge’s 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s, in a release. “If 
widespread face mask use by the public 
is combined with physical distancing 
and some lockdown, it may offer an ac-
ceptable way of managing the pandemic 
and re-opening economic activity long 
before there is a working vaccine.”
 “We have little to lose from the wide-
spread adoption of face masks, but the 
gains could be significant,” adds co-au-
thor Dr. Renata Retkute.
Key To Preventing Second Wave: 
Keep ‘R’ Number Down
It’s well established at this point that 
COVID-19 spreads primarily through 
respiratory droplets, most commonly 
via speech, cough, etc. So, the study’s 
authors analyzed what would happened 
to infection rates depending on varying 
degrees of mask adoption by popula-
tions. They also accounted for a variety 
of other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infection rates, such as people touching 
their faces more due to wearing a mask 
all day.

 They con-
clude that 
if everyone 
wears a mask 
whenever they 
go out in pub-
lic it would be 
twice as effec-
tive at curbing 

the spread of COVID-19 in comparison 
to people only wearing one outside 
when they feel a symptom. In fact, 
across all modeled scenarios, if 50% 
or more of any given population were 
to wear masks outside regularly, that 
would be enough to drop the R number 
to below one. As mentioned earlier, an 
R number below one is believed to be 
what it will take to stop future waves 
and avoid further strict lockdowns.
If 100% of a population adopts masks 
all the time, that would prevent the 
coronavirus from resurfacing long 
enough (18 months, roughly) for a vac-
cine to be developed.
Never Too Late
It may seem too late to adopt such a 

policy, but the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a 100% mask adoption policy can 
still stop a second wave as long as it 
begins within 120 days of the epidemic 
starting. Moreover, homemade masks 
are very effective at stopping the virus’ 
spread. It’s estimated that such masks 
are still 90% effective at stopping trans-
mission.

“There is a common perception that 
wearing a face mask means you consid-
er others a danger,” says Professor John 
Colvin, a study co-author from the Uni-
versity of Greenwich. “In fact, by wear-
ing a mask you are primarily protecting 
others from yourself. Cultural and even 
political issues may stop people wearing 
face masks, so the message needs to be 
clear: my mask protects you, your mask 
protects me.” (Courtesy studyfinds.org)
Relate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continue to em-
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wearing face 
covering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corona-
virus. As states reopen, 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wearing masks to help stem the 
spread. The US Surgeon General is the 
latest health expert to weigh in on the 
importance of masks. Dr. Jerome Adams 
said on June 14 that face coverings do 
not infringe on people’s freedoms. In 
fact, they do the opposite. Dr.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leading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s, has made similar com-
ments recently to encourage Americans 
to wear face masks.
“Some feel face coverings infringe on 
their freedom of choice — but if more 
wear them, we’ll have MORE freedom 
to go out,” Surgeon General Dr. Jerome 
Adams said in a tweet, “Exercise and 
promote your freedom by choosing to 
wear a face covering!”
Because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can 
still transmit the coronavirus, its import-

ant that everyone wears masks to help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c-
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there are over 
2 million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 least 115,463 deaths as of June 14.

 

US Surgeon General Dr. Jerome 
Adams
 Many states have seen recent surges 
in cases, which is partly why health 
officials continue to encourage masks.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the spread of 
COVID-19, or coronavirus, started at an 
exotic animal market in Wuhan, China. 
You can help stop the incidence of vi-
ruses like these by signing this petition 
to ban the wildlife trade.
This is a good time to reconsider our in-
take of animal products to stay healthy. 
Eating more plant-based foods is known 
to help with chronic inflammation, heart 
health, mental wellbeing, fitness goals, 
nutritional needs, allergies, gut health 
and more! Dairy consumption also has 
been linked to many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acne, hormonal imbalance, 
cancer, prostate cancer and has many 
side effects.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dairy-free and 
meatless train? We highly recommend 
downloading the Food Monster App — 
with over 15,000 delicious recipes it is 
the largest plant-based recipe resource 
to help reduce your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save animals and get healthy! 
And, while you are at it, we encourage 
you to also learn about the environmen-
tal and health benefits of a plant-based 
diet. (Courtesy https://www.onegreen-
planet.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udy: Widespread Face Mask Use Is Best 
Way To Prevent Another COVID-19 Wave

(Graphic/Stock.ad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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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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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樓12室 第1100宗 72歲男本月4日確診

10樓12室 第1091宗 56歲女本月2日確診

一對夫婦及姑奶（夫婦：第1084宗 34歲

女；第1085宗 56歲男）上月31日確診

姑奶（第1109宗 58歲女）本月12日確診

8樓12室

88樓樓1010室室 第第11101110宗宗 3333歲男歲男本月本月1313日確診日確診

7樓10室 第1090宗 57歲女本月2日確診

第1089宗 68歲女本月2日確診

第1092宗 78歲女本月2日確診8樓

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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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重創全球航空
業，國泰航空陷入財困，要籌390
億港元進行資本重組，除透過發
行優先股及過渡貸款，政府日前

出手透過土地基金注資273億港元協助救亡。香
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13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
考慮到國泰一旦不能夠經營，將對香港經濟帶來
較大影響，而注資國泰亦屬於投資，有合理回
報，並重申政府無意作長期股東，所安排進入國
泰董事局的兩名觀察員亦不會是政府官員。

陳茂波表示，注資是考慮到航空業為香港的
系統性關鍵行業，即會帶動其他行業發展，包括
旅遊、貿易，甚至涉及疫苗、藥物等運輸，而根
據顧問研究，航空業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發
展4.6%至9%，更涉及30萬個就業機會。同時，
國泰對保持香港航空樞紐地位極為重要。
他指出，在香港四間航空公司中，國泰集團

已佔當中三間，國泰若未能經營，港航在規模上
亦未能夠接手。港航早前曾有財困，反之國泰在
疫情前經營不錯，相信一旦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
倒下，重建就需要付上更大代價。在市場失效
時，政府有責任在特殊情況下協助，不少國家及
地區在疫情大流行下都有同類的救援措施。

被問及使用土地基金注資是否要繞過立法
會，陳茂波解釋，設立基金本身獲得立法會的授
權，不存在繞過立法會，且注資為投資，有合理
回報，並非純為“擺錢”。他在節目後重申，政
府無意成為國泰的長期股東，注資條件之一為國
泰一日未完全贖回政府的優先股，一日未完全還
清貸款及利息，太古集團要繼續是國泰的控制性
股東，而安排觀察員做法是為保障作為股東的利
益，相關人員不會是政府官員，而是會物色資深
專業者和商界領袖擔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救國泰保航空業 觀察員非官員

袁國勇憂屬吸入微粒 許樹昌料共用設施感染
病毒直接入肺？疑現空氣傳播

香港沙田瀝源邨祿泉樓群組再新增一宗本地新冠

病毒肺炎確診個案，33歲男患者居於祿泉樓 8樓 10

號室，即與最先發病的 34歲“超級傳播者”女病人

（第1084宗）同層兼相鄰。他在本月4日出現發燒症

狀，被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接受測試，惟多項病毒檢測均呈陰性反應，至12日抽取支氣

管分泌樣本化驗，13日終證實確診。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13

日到祿泉樓現場視察後表示，患者肺部發現新冠病毒，即可能是吸入較飛沫還要細的微粒，

令人懷疑病毒有可能經空氣傳播。不過，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病毒經

空氣傳染的機會不大，並估計祿泉樓的患者是經由大廈的共用設施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病毒疫情打擊香
港旅遊業，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13日表
示，業界現時“坐困愁城”，希望政府盡快推行“旅遊氣
泡”，與鄰近地區重啟旅遊，並建議可於本月先與澳門
試行，其後逐步推展到廣東省及海外地區。
姚柏良13日上午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香港有

需要適當開通出入境關口，表示許多國家都在部署
名為“旅遊氣泡”的旅遊區域以搶佔市場，即與疫
情較緩和地區互相開放旅遊。

冀港澳“旅遊氣泡”先行
據他向特區政府了解，泰國對此較為積極，希

望政府可於本月先與澳門試行“旅遊氣泡”，其後
再逐步擴至廣東省、泰國及韓國等其他地區。

對粵港澳三地推出互認健康碼，並可豁免強制
檢疫，姚柏良認為，獲認可的醫院檢測費昂貴，健
康碼檢測收費多達千餘元（港元，下同）是“離

地”，尤其是一般香港到內地的旅行團團費也只有
一千多元，倘加上檢測費用，相當於是原本團費的
兩倍價錢，只會減低市民出行意願。

他建議，病毒檢測不應只交由私人市場負責，
應同時由公營醫院提供服務，政府應該充分評估其
檢測能力，給市民多一項選擇，故建議政府在推動
三地健康碼互認時，也要考慮降低成本，“否則等
同健康碼鎖關”。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則表示，業界對健康
碼運作模式已有初步了解，估計第一階段主要針對
商務人士出行，而香港有不少旅遊從業員有去澳門
的需求，應該包含在內。同時，政府需要大規模增
加核酸檢測量，才能令健康碼名額滿足需求，重啟
旅遊。 他續說，本地遊亦有一定市場，疫情來襲
前，周末可能有多達數百個本地旅行團，多是由屋
苑或社區組織，而旅行社可以趁此機會探索新線路
和模式。

旅業倡公院檢測 降低“健康碼”成本

２.飛沫傳播：
a. 吸入患者打噴嚏、咳嗽、吐痰或講

話時所噴出的飛沫
◆例子：打邊爐群組、酒吧及樂隊群組
b. 觸摸沾有病毒的物件後再觸摸口、

鼻或眼睛
◆例子：港口衞生科醫生個案、的士司

機個案

３.接觸傳播：
a. 直接接觸患者的身體，如皮膚觸碰

部分密切接觸者個案
b. 間接接觸沾有病毒的物件，如共用

的毛巾、梳和衣服
◆例子：北角福慧精舍群組

4. 喉管傳播：
病毒經糞渠及沒密封排氣管傳播
◆例子：青衣康美樓群組、大埔富亨邨

亨泰樓群組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及綜合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連同新增個案，祿泉樓群組已有9人
染疫，累計全港有1,109宗確診及一

宗疑似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指出，該名
33歲確診男患者，過往健康良好，衞生
署因應祿泉樓群組個案，本月4日疏散祿
泉樓各樓層10室及12室沒有病徵住戶，
該名男患者亦於當日被安排入住檢疫中
心，不過同日出現發燒病徵，被送往威爾
斯親王醫院接受測試。
中心指出，男患者住院期間，被抽

取鼻咽拭子及咽喉拭子樣本、深喉唾液
樣本及糞便樣本，但多項病毒檢測均呈
陰性反應。然而病人因持續發燒及肺
炎，前日接受支氣管鏡檢查，其間抽取
的支氣管分泌樣本，13日終證實對病毒
呈陽性反應，而病人現時情況穩定。
男患者住院前主要留在家中，並無外

出，除同住兩名兄長及母親外，亦沒有其
他密切接觸者。該兩名兄長及母親本月4
日起在檢疫中心接受檢疫，而兩名兄長曾
於6月4日發燒同被送往威院接受測試，
兩人呼吸道樣本均對病毒呈陰性反應，其
後亦已退燒，至於三兄弟的母親則沒有出
現病徵，她與兒子現仍在檢疫中心接受檢
疫。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初步流行病學調

查，新確診的男患者與第1084宗個案的
家庭群組相鄰，有機會透過環境因素感
染，故個案被列為與本地個案有流行病學
關連，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仍然進行，中
心並指出相關政府部門和專家，一直積極
跟進祿泉樓10室及12室的環境因素。

上呼吸道驗不出 多測始發現
袁國勇13日與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

等到祿泉樓視察。他在視察後表示，病人
住院時多次測試呈陰性，但在鼻咽及喉嚨
的上呼吸道並未發現病毒感染，卻在肺部
發現新冠病毒，即可能吸入一些比飛沫還

要細的微粒，可能是經空氣傳播，因此有
需要進行測試，找出原因及可能的傳播途
徑。
他進一步解釋，一般感染新冠病毒

者，整個呼吸道由上到下都受感染，通常
感染途徑是經飛沫傳播，飛沫有5微米至
10微米，很少出現上呼吸道並無病毒而
下呼吸道有病毒情況，今次確診病人多番
接受病毒檢測未發現病毒，卻有不適，醫
生最後透過電腦掃描發現肺部有黑影，以
氣管鏡檢查才發現病毒，顯示他可能吸入
小於5微米甚至1微米的微粒。

袁國勇關注現場環境是否存在極細病
毒微粒，認為可能發生空氣傳播情況，但
未找到傳染原因，會與其他專家研究測
試，而他並正與衞生署商討是否對所有接
受隔離者抽驗血清，但呼籲居民現階段不
必擔心，暫毋須疏散更多住戶。

假陰因人而異 小心隱形患者
對該名男患者之前多次檢測均呈陰性

反應，香港醫學會會長梁子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每個人有生物差異，感
染病毒後攜帶病毒量有不同，病徵與病毒
量未必同步，而病毒濃度和採樣位置不同
都可能造成“假陰性”。
他認為，對這類“有病徵、呈陰性”

的患者毋須太過擔心，因為類似情況在所
有確診者中只佔很小比例，反而應當更重
視“無病徵、帶病毒”的隱形病人。這些
患者潛伏期在社區活動或造成多人感染，
祿泉樓群組的源頭夫婦就屬於此類。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截至13

日下午，祿泉樓共收回1,399個深喉唾液
樣本瓶，其中6個因樣本滲漏要再次提
交，1,393個樣本完成檢測，除已公布的
四個陽性個案外，其餘均呈陰性。葵聯邨
聯悅樓共收回及檢測2,120個樣本，沒有
樣本呈陽性反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

新冠病毒懷疑傳播途徑 1. 空氣傳播（氣溶膠傳播）：
◆病毒在空氣中浮游一段時間，再經呼吸
道進入人體

◆專家疑祿泉樓群組新增個案（第1110
宗）或是經空氣傳播感染

第1110宗
僅支氣管
發現病毒

��
�4BZ

■■祿泉樓出現懷疑吸入微粒感染祿泉樓出現懷疑吸入微粒感染
的新症的新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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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2020年第壹季度，中

國票房收入大幅下降。座位少於500個

的小型電影院遭受損失最大，收入僅

達到去年同期的10%。若電影院重新

開放的時間推遲到10月，全年票房收

入將下降91%。

開業遙遙無期、斷裂的現金流、

交不出的租金

、產業整合和

網播競爭......

成為壓在各家

影院頭頂的四

座“大山”。

據 企 查

查數據顯示，

2020年至今，

從事與影視相

關的公司中，

已經有 13170

家公司註銷或

吊銷，遠遠超

過 2019 年 全

年註銷影視公

司數量。

3月 27 日

國 家 電 影 局

深 夜 發 通 知

： 所 有 影 院

暫 不 復 業 ，

已 復 業 的 立

即 停 。 這 距

離 電 影 院 復

工 首 日 只 隔

壹周。

影院是各

行 各 業 逐 漸

復 工 後 ， 收

益 最 低 的 行

業之壹。

從 3 月 20

日全國500家影院復工第壹日算起，

500家影院營業前兩日票房分別為1.38

萬和 3.1 萬元，平均每場電影觀影人

數不足壹人。據貓眼數據，3月27日

，在平臺統計的194家影院中，有50

多家影院票房0收入，80多家影院票

房收入在100元以下。

院線今年的慘重損失，壹方面是

票房“顆粒無收”，另壹方面是影院

要承擔為春節檔投入的全部成本，包

括影廳增加、零食賣品囤積、映前廣

告被迫違約，這些都算在影院的損失

內。

數據顯示，2020年第壹季度，中

國票房收入大幅下降。座位少於500個

的小型電影院遭受損失最大，收入僅

達到去年同期的10%。若電影院重新

開放的時間推遲到10月，全年票房收

入將下降91%。

影院目前暫未復工，只見成本，

不見收入。即使復工，可能在相當長

壹段時間內，人們也不敢踏入影院消

費，市場的恢復可能將是個長期的過

程。

但事實上，在更早壹些時候，影

視行業的寒冬早已到來。

過去兩年，雖然國內電影事業發

展如火如荼，但從行業上市公司盈利

情況來看，可能僅僅只是“賠錢賺吆

喝”。特別是 2019 年，華誼兄弟

（300027）、光線傳媒（300251）以及

北京文化（000802）這些行業龍頭公

司都出現了較大金額的虧損。萬達電

影虧損超過47億元，華誼兄弟虧損超

過39億元。

根據《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

終止上市實施辦法》：上市公司第三

年度連續虧損的，自公布第三年年度

報告之日起，證券交易所應對其股票

實施停牌。

以目前情況來看，已經連續虧損

兩年的華誼兄弟今年很有可能再度虧

損，有被退市的風險，也難怪近日傳

出華誼兄弟創始人、董事長王中軍甩

賣香港2億豪宅，賣房救急的消息。

行業龍頭尚且如此，其他公司的情況

也就可想而知了。據統計，2020年壹

季度影視行業26家A股上市公司虧損

的就有20家，占比近八成。

今年壹季度，華策影視（300133

）、光線傳媒（300251）、歡瑞世紀

（000892）等成為影視行業上市公司

中僅有的幾家能夠盈利的企業。查看

其公司主營業務構成，可以發現其主

要收入來源都不是電影，而是電視劇

。

2020年壹季度影視行業盈利“冠

軍”華策影視，其2019年26.31億元的

主營收入中，有19.81億元來自電視劇

，占比75.29%。歡瑞世紀2019年來自

電視劇的收入占比也接近八成。

事實上，壹些頭部電影公司向電視劇

的轉型也早已開始，只是進度上有所

不同。

梳理華誼兄弟、光線影業、北京

文化、萬達電影、博納影業五家頭部

電影公司2020年的劇集計劃，這五家

電影公司2020年電視劇劇集片單總數

超過60部，其中大部分已進入制作環

節，處在早期籌備階段的不到三成。

每家公司的風格偏好各有不同，但總

體而言都傾向於把劇集領域的開拓當

做風險防範的手段和對電影主營業務

的支持補充。

電影行業自救，主流電影公司轉

投電視劇，而另壹種業態也在重新崛

起。

院線全線停擺的背景下，互聯網

成為各種娛樂活動的主要方式。

徐崢的春節檔電影《囧媽》，原

本計劃春節期間在院線上映，各大影

院為此做足準備，包括宣傳、物資、

廣告招商等，但最終片方卻單方面宣

布撤檔，該電影被以6.3億元賣給網站

，並最終以免費方式播出，引起廣泛

爭議。

壹方面，在特殊時期沒有新電影

上映的情況下，觀眾對於平臺免費播

放院線新電影的做法十分贊賞；但另

壹方面，這樣的做法卻引起各大影院

的不滿，甚至有影院發起抵制，這種

行為被認為是“對現行中國電影產業

及發行機制的踐踏和蓄意破壞，會起

到破壞性的帶頭作用”，損害電影行

業利益。

電影行業目前與互聯網密切相關

的模式，除了院線影片上映後在網站

繼續播出，另壹種模式主要是網絡電

影（更名前稱為“網絡大電影”）。

網絡電影主要是以互聯網為首發平臺

的電影，《電影產業促進法》全面實

施後，網絡電影與院線電影審查標準

統壹。但是在普通觀眾眼中，網絡電

影總體的制作水準、投資規模、內容

質量等遠遠比不上院線電影。

今年是網絡電影發展的第七個年

頭，然而過去六年，這個行業的發展

經歷了從爆發到冷淡的過程。愛奇藝

發布的《2019年網絡電影行業報告》

顯示，網絡電影的上線量從2017年高

峰期的1892部下降到2019年的789部

，同比降幅達到49%；但全年累計正

片播放趨勢從2017年逐年增長，2019

年達到48.2億，同比增長24%。

不過，由於電影院至今仍未正式

營業，觀眾的觀影需求轉移到線上，

加上網絡電影行業自身不斷大浪淘沙

，在2020年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時機。

根據廣電總局公布的2020年 4月

份重點網絡影視劇規劃備案情況，通

過規劃備案的網絡電影達到298部，上

線過審數量遠遠超過了2019年同期。

與此同時，網絡電影的分賬增長明顯

。優愛騰三大視頻平臺發布的榜單中

，2020年壹季度分賬破千萬的作品達

到23部，同比增長188%；票房前30名

的分賬金額共4.3億元。

13000家影視企業消失
2020年電影行業太難了

由何念執導，潘粵明、童瑤、陳

數領銜主演，袁文康、許芳銥、李燊

、董又霖、王陽、林佑威等加盟的都

市情感劇《誰說我結不了婚》11日在

CCTV-8正式收官。自開播以來，《誰

說我結不了婚》壹路引領熱門話題，

聚焦當下適齡單身女青年真實生活和

情感挑戰的同時，劇集也獲得了良好

口碑，貼合時代熱點的相關衍生的話

題不斷加碼，將女性成長和獨立人格

的話題的引入深水區，更激發破圈層

熱議，成為同時段熒屏上不可多得的

現實主題題材熱劇。

《誰說我結不了婚》的高開高走

，將女性選擇單身、晚婚的話題推到

前臺，而對30+女性群體的細膩描繪，

則點破了當下最“顯性”的社會偏見

，即年齡歧視。無獨有偶，近日著名

舞蹈家楊麗萍的婚姻觀和生育觀引發

熱議，很多網友引用《誰說我結不了

婚》中的臺詞金句回懟那些“女人的

價值是生育”的觀點持有者，飾演田

蕾的陳數更下場參與討論，引發出圈

的現象級討論。

女性是否要盡早婚育正是《誰說

我結不了婚》探討的眾多話題之壹，

在女性話題愈發受到重視的今天，為

女性群體發聲的《誰說我結不了婚》

也在迎來收官之際，將討論逐步引入

深水區。伴隨三位女主角生活、職場

變遷，觀眾不僅見證了程璐、田蕾、

丁詩雅“三姐妹”的不敗友情與跌宕

愛情，每集的子話題金句不斷，更打

造出圍繞中國女性真實生態的宏觀話

題矩陣，而緊密話題的層層遞進，則

構建出了全程高能的戲劇節奏，頗有

美劇質感。

隨著《誰說我結不了婚》正式收

官，幾度搖擺的程璐終於正視內心的

真實感受，對魏書勇敢表白，突破了

“初戀魔咒”；田蕾則在艱難拆掉

“心墻”之後，與徐海峰攜手創業，

甩掉包袱輕裝上陣；丁詩雅的愛情終

於修成正果，壹改怯懦破繭成蝶。無

論走入婚姻的丁詩雅，創業的田蕾，

還是回頭追愛的程璐，盡管劇集暫時

告壹段落，但她們的故事仍在繼續，

每個姑娘都將繼續向陽生長，變成更

好的自己。

細膩質樸生活流 張弛有度呼吸感足

作為壹部現代都市題材的話題大

戲，《誰說我結不了婚》以夯實的生

活流質感，對劇情細節的審慎推敲，

以及社會熱點的反映回饋，讓劇集成

為了壹部可以讓觀眾相

信並投入的“當下劇”

。劇中程璐不是“王牌

女編劇”，田蕾不是

“律政巾幗”，丁詩雅

也不是十指不沾陽春水

的“霸道女總裁”，在

各自的生活中，她們都

必須承擔職場的壓力、

生活的責任，努力拼搏

著“眼前的茍且”。有

網友表示，《誰說我結

不了婚》有高於生活的

“藝術濾鏡”，卻沒有

現代都市劇中常見的塑

料感和懸浮感。比如，

程璐的執著於原則，但

她的正道直行卻令其事業壹度遭遇滑

鐵盧，經濟壓力下她對愛情和婚姻的

“堅持”面臨松動，這也恰恰說明女

性獨立的重要前提正是經濟獨立；田蕾

受原生家庭影響，讓自己強大才是她獲

得安全感的唯壹方法，正因為這些令人

心疼的“童年陰影”，才讓田蕾的要強

更容易被人理解；而丁詩雅為了在大城

市能夠紮根立足，用心維護客戶，甚至

可以女生當男生拼的敬業態度，則像極

了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中為了夢想奮鬥的

年輕人。這種腳踏實地的創作態度無疑

讓很多觀眾感到共鳴。

《誰說我結不了婚》的“呼吸感

”同樣可圈可點，故事推進整體清爽

通透，劇中當然不乏令人腎上腺素飆

升的激烈橋段，但大量看似平淡如水

的對談交往中，卻藏著平凡生活中的

喜怒哀樂。正是這種愛情、親情、友

情的浸潤，讓觀眾在看似無形的呼吸

過程中，與主角們共命運，實現了心

靈的貼近，也打破了很多同類劇集為

了話題而話題的僵硬。

《誰說我結不了婚》真實呈現了

當下時代對女性群體的種種偏見，但

劇集卻沒有以“戰鬥”的角度去“回

懟”偏見。而是倡導了壹種平和溝通

，和諧共贏的對話環境，在女性話題

“火藥味”越來越重的當下，無疑有

著如水的力量。

《誰說我結不了婚》收官 女性話題出圈引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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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詠琪不抗拒再生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正當“明湯
戀”鬧得熱哄哄的時候，有消息指，“安心事
件”的男主角許志安（安仔）即將復工，將亮相
ViuTV音樂節目《Chill Club》。

安仔於去年4月被爆背着妻子鄭秀文跟黃心穎
出軌，他隨即舉行記者會聲淚俱下公開道歉，自
稱是“一個壞了的人”，並且宣布即時停工，而
鄭秀文後來亦公開表示已原諒了安仔。
自從“安心事件”發生一年多以來，安仔都

深居簡出，鮮有公開露面，不過最近有消息指，
安仔獲好友鄧建明（Joey Tang）穿針引線下，下

周將亮相ViuTV音樂節目《Chill Club》，並為其
復出試水溫，若然外界反應正面，安仔有機會擔
任梁漢文10月紅館個唱的神秘嘉賓。

反觀，自“安心事件”後，黃心穎沒有公開
面對，更一度跑到海外暫避風頭，去年底才返回
香港。有指心穎在港與海外都買了樓，財政壓力
頗大，回港就是為了復出工作賺錢，並打算向馬
國明當面認錯求復合，力挽愛情與事業，可惜事
與願違，馬明已有新女友，而自己依然復工無
期，在家投閒置散，弄外甥仔為樂，成為了大輸
家。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加盟環球唱片之後，近日推出新歌《100
層樓的家》及全新專輯《Prelodio》的梁詠琪（Gigi）接受電台訪
問。Gigi談及事業高峰期歌影兩忙。她說：“最初在這行沒野
心，是見步行步很勤力地去做，經理人說我像隻牛，試過某階段
唱歌不太享受，一年出三、四張碟，又要拍電影。”

Gigi坦言結了婚生完囡囡後，2016年復出舉行的二十周年
《好時辰巡迴演唱會》，她才學懂享受舞台。

梁詠琪2011年與西班牙籍夫夫Sergio結婚，2015年誕下囡
囡Sofia，有指2018年個唱後，Gigi曾經計劃為丈夫再添丁。她
說：“曾經有這樣的想法，我沒抗拒，但亦無得Plan（計劃），
只能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日本著名演
員三浦友和與歌手山口百惠夫婦的長子三浦佑
太朗近日與聲優牧野由依通過官方網站公布婚
訊。山口夫婦結婚40年身份升級，當上老爺奶
奶。
36歲的日本歌手三浦佑太朗與牧野由依公

開了身穿傳統和服的結婚照，兩人笑容燦爛一
臉幸福。佑太朗2008年出道，是日本搖滾樂隊
PeakySALT成員之一，曾一度隱姓埋名進入演
藝圈。
至於牧野比佑太朗細2歲，畢業於東京音

樂大學器樂專業鋼琴科，是名副其實的才女。
牧野曾在岩井俊二的電影《情書》、《關於莉
莉周的一切》、《花與愛麗絲》中的配樂擔任
鋼琴演奏，2005年為動畫片《山茶女》中的女
主角配音，自此開始聲優生涯。
據悉，2015年牧野作為嘉賓出現在佑太朗

的廣播節目中，之後兩人通過共同的朋友建立
了聯絡，目前已是同居狀態，還沒舉行婚禮。

三浦友和表示：“今年3月兒子將牧野帶
回家表明結婚的意向時，兩人並肩站在我和妻
子面前，非常登對，衷心祝福他們。”

山口百惠長子迎娶聲優

馬明與靚湯13日於凌晨時分，
同時在各自Instagram上載同

一張一隻馬與獨角獸(Unicorn)毛公仔互相依偎
的照片。兩人齊留言：“謝謝關心”，並互相tag
對方，大方承認戀愛。
這張認愛相被讚相當有心思，馬明解釋指：

“她的（靚湯）的主意，她本身好喜歡獨角獸，講
‘馬仔’大家都明了。其實這張相是之前拍的，我
們都有了共識，什麼時候被人拍到就什麼時候公開
啦，大家都好隨緣。”他又表示大家拍拖其實都無
避忌，經常都是“孖公仔”，只是外界無人問起，
而兩人亦不會特意提起，以免被人誤會刻意做宣
傳。
馬明又透露兩人拍拖已有一段時間，但就與

數年前合作拍《心理追兇》無關。他說：“拍完
《心理追兇》之後，沒有太多聯絡，直至最近大家
在電視城開工，好自然聊天，聊著聊著又很合拍，
經常會相約一起吃飯，然後大家才開始發展，其實
‘鐵馬家族’都有覺得有些奇怪，因我同她並不是
同組拍劇。”他又指“靚湯”思想好簡單，又易滿
足，跟自己性格相近。他說：“她笑點都好低，經
常愛發笑！開開心心！”

黃心穎大方送祝福
46歲的馬明亦坦言自己年紀不輕，有戀情亦

不需要隱瞞大家，而拍拖就是為了下一步（結
婚），並非消磨時間，所以寧缺莫濫，將來怎發展
無人可料，只好一切順其自然。他又大讚年輕13
歲的靚湯思想成熟，大家都好夾，更已互見家長。
他表示自己見過靚湯的父母，亦有帶靚湯回家食
飯，自己媽媽都好喜歡她。湯洛雯本身是湯鎮宗女
兒，亦是湯鎮業姪女。
其實馬明與靚湯這段戀情，確實有不少談

資。馬明與靚湯曾於2016年合作劇集《心理追
兇》，靚湯飾演馬明已死去的女友，劇中二人曾有
不少親密戲碼。不過，兩人沒有戲假情真，當時馬
明與黃心穎拍拖，靚湯亦有男朋友羅天宇。後來靚
湯與羅天宇於2018年分手，而上年4月又發生許志
安與黃心穎出軌事件，雖然馬明經歷情傷後，仍處
處維護前女友黃心穎，並支持她復出，更有傳心穎
曾苦纏想復合，二人最後還是分手收場。

無巧不成話，在早前才播完的《降魔的2.0》

中，譚凱琪飾演的“海魔”指出馬明飾演的“馬
季”，乃羅天宇飾演的降魔人“天宇”的轉世，如
今馬明正跟天宇的舊愛靚湯拍拖，竟跟劇情相“呼
應”，有網民就笑言：“前世同靚湯，今世依然靚
湯，這碗湯真是好犀利。”

33歲靚湯本身亦是馬明前女友黃心穎的閨
蜜，當時馬明和心穎熱戀時，她時不時就去參加心
穎的閨蜜派對，去年黃心穎生日的派對也是由靚湯
一手安排的。兩人參選2012年度香港小姐而認
識，當時靚湯三甲不入，而黃心穎則奪得香港小姐
亞軍，二人均成功加入娛樂圈，靚湯於2013年在
處境劇集《愛．回家》中飾演“李思思”一角，形
象入屋。
自從“安心事件”發生後，黃心穎被雪藏，

湯靚則臨危受命頂替心穎重新拍攝了《法證先鋒
4》，該劇已於今年2月播出，在心穎事業受阻的
時候，靚湯頂替了她的工作。如今還頂替心穎成為
了馬明的女友，可說在感情生活上，也完全代替了
心穎。
而馬明前度黃心穎回應“明湯戀”時，亦表

現大方：“我祝福佢身體健康、平安。他們私人的
事留返給他們私人交代。”

契妹唐詩詠講佛偈
自“明湯戀”曝光後，有不少圈中好友如岑

杏賢、莊思敏、莊思明等都有留言送上祝福。“鐵
馬家族”黃嘉樂表示馬明是“沉默又低調”的好男
人，又大讚靚湯好靚女，對她印象很好！而陳敏之
更加興奮催婚：“結婚結婚，生仔生仔，恭喜
晒！”李施嬅大讚：“有夫妻相，希望可以終成眷
屬。”
“紅姑”鍾楚紅都有留意這段戀情，並留言

送上三個心心說：“恭喜！”至於一眾網友則留言
恭喜他們，並大讚他們男才女貌很合襯。
不過，跟馬明傳緋聞的契妹唐詩詠，未有在

馬明的認愛帖上畀Like，亦沒有留言送祝福，反而
在IG講佛偈，認真耐人尋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被譽

為娛樂圈“筍盤”的馬國明（馬明）日

前被傳媒目擊現身於“靚湯”湯洛雯紅

磡香閨後，二人13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

大方公開“明湯戀”。自戀情曝光後，

馬明如常現身電視城，為劇集《BB大

晒》開工，並大方回應這段新戀情，披露

雙方已互見家長，直言自己年紀不輕，更

視女方為結婚對象。

公開戀情坦言曾互見家長

公開戀情坦言曾互見家長

馬國明
馬國明

湯洛雯
湯洛雯

認
定 結婚

對象
結婚
對象

傳許志安復出試水溫

■■三浦佑太朗與牧野由依三浦佑太朗與牧野由依
公開了身穿傳統和服的結公開了身穿傳統和服的結
婚照婚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明一向被視為圈中稀有“筍盤”。

■■靚湯曾為心穎靚湯曾為心穎
策劃策劃 3030 歲生日歲生日
派對派對。。

■■馬明與靚湯馬明與靚湯
在在 《《 心 理 追心 理 追
兇兇》》一劇有不一劇有不
少親密戲份少親密戲份。。

■■許志安自從召開記者會承認錯誤後，一
直停工。 資料圖片

■■黃心穎與許志安去年出軌黃心穎與許志安去年出軌，，轟動全城轟動全城。。

■馬明與靚湯公
開訂情信物，對
外示愛。

■

靚
湯屬

於星
二代，為湯鎮業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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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台灣捐贈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台灣捐贈
33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2020)年6月15

日代表台灣捐贈3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
nio)，協助支援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的人員所需
防護裝備。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市長倪仁博（Ron Nirenberg )代表市政府接
受並感謝台灣的捐助，盛讚台灣是全球防疫成功及樂助夥伴的模範
。

倪市長對於陳處長提及病毒無國界，防疫需要全球各國通力合
作，表示高度認同。

倪市長強調，歷經此次危機，戴口罩已成為彼此尊重的符號，
感謝台灣慷慨捐贈口罩，預期未來不但雙邊經貿及投資的關係會加
強，雙邊友誼也ㄧ定會更加密切鞏固。

陳處長說明，台灣不僅與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強化防疫合作，
並持續以國際人道援助行動協助全球共80多個國家防疫。至今已捐
贈醫療用口罩超過2,300萬片，其中包括捐贈美國的900多萬片。

蔡英文總統4月16在 「時代周刊（TIME)」 發表專文中強調，
臺灣防疫成功最大的原因在於臺灣人民願意團結在一起，攜手合作
共度難關。蔡總統認為，這次的COVID-19疫情是一場全球性的人
道災難，亟需所有國家擱置歧見通力合作。

面對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肆虐全球，台灣持續提供國際人道
援助的行動，展現 「台灣可以幫助(Taiwan Can Help!)」 的一貫精神
，並呼籲強化國際社會的防疫合作。

陳家彥處長表示，在抗疫的過程中，台灣與盟友並肩作戰，並
持續捐贈醫療用口罩給全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 「台灣能幫助(Tai-

wan Can Help)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Tai-
wan Is Helping)」 的具體行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仁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仁將33萬片萬片
醫療用口罩運送至聖安東尼奧市防疫物資倉儲中心門口醫療用口罩運送至聖安東尼奧市防疫物資倉儲中心門口，，

與市府資深專員與市府資深專員 Martha HenryMartha Henry合影合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代表台灣捐贈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代表台灣捐贈33
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由該市市長倪仁博由該市市長倪仁博

（（Ron Nirenberg )Ron Nirenberg )代表市政府接受代表市政府接受。。

(休士頓, Texas州）–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Chris今天宣布S.A.F.E., 一整套強有力的23項措
施，以確保7月的政黨決選和11月的大選是安全
，有保障，方便性，公平且有效率。此措施架構
乃通過周密考慮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安全以提高投
票效率，並應對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中進行
選舉的挑戰。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說“自6月1日上任
以來，我花了前兩週的時間學習，與員工和與選
舉相關者會面，並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小組來應對
我們將在7月和11月時所面臨的挑戰。通過這些
討論，我們發展了S.A.F.E. ，及與選民和選務人
員溝通在投票所將會有的一些狀況。“我對Harris
縣所有居民的承諾是在今年7月和11月再次進行
一次安全，有保障和公正的選舉。本辦公室將竭
盡所能，使每個Harris縣選民在選舉中享有同等的
發言權，並讓您放心，您的投票將被計算在內。

”
以下是更多有關23項 S.A.F.E.的措施：
SAFE 是我們對選民的承諾，您可以行使自己

的投票權，而不會危及健康。我們會:
1. 為需要的所有選務人員和選民提供個人

防護設備；
2. 強化投票地點，以實現安全和社交距離

管控；和
3. 促進和擴大在法律範圍內以郵遞方式進

行投票。
我們的選舉將是安全的。這是我們的-不是他

人的-我們將不允許任何篡改。我們會：
4. 確保我們投票系統和硬體的安全性；和
5. 即時處理有任何對選民恐嚇，脅迫或欺

詐的申訴。
我們的選舉將是方便可行的。Harris縣選民可

以在更多投票站投票，而且可以快速便捷地進行

投票。我們會：
6. 利用數據增加投票站數量及投票地點的

可達性；
7. 從其他管轄區採購足夠的投票機器，並

為其提供特優的技術服務；
8. 根據已知的流量模式和預期的投票率以

分配投票機器至各投票站；
9. 提供準確的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在

本縣每一個投票所的排隊等待時間;
10. 延長提前投票期間投票時間；
11. 確保縣內各投票站，殘障人士的方便可達

性；和
12. 增加路邊投票，並可進行開車通行投票。
我們的選舉將是公平的。每個Harris縣選民都

有平等的投票機會，而您的投票就是您在我們民
主國家中的聲音。我們會：

13. 擴大選舉宣導至對被排除在民主過程之外

的所有選民和團體；
14. 尋求並吸收所有選舉相關者的有意義的反

饋；
15. 計算每一張選票並確保選舉結果的準確性

；
16. 減少在選舉日等待選舉報告結果所需的時

間；和
17. 積極與臨時投票選民溝通，讓他們了解如

何讓他們的選票，確保被計算在內。
我們的選舉將是有效率的。我們將確保資源

到位，儘管此情況前所未有，我們的選舉仍能順
利進行。我們會：

18. 在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招聘足夠多的
選務人員來經營投票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推出縣行政書記官推出2323--項項S.A.F.E.S.A.F.E.計劃計劃
於七月的政黨決選之前於七月的政黨決選之前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疫情期間
，華裔民眾如果要貸款被拒，原因
多半是信用分數不夠，別擔心，這
是可以修正的，有專家教你如何增
加信用分數。華人來美國後，想必
都有個體會，那就是在美國社會信
用非常重要。信用是定期的單方面
轉讓有價值物，到期再償還，允許
一方（稱為貸方）向另一方（稱為
借款人）提供財務或資源，期滿借
款人必須償還。為了使交易順利成
功，借款人必須具有良好的信用分
數，好的信用分數表示借款人可靠
、值得信任，償還貸款不會有問題
。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
，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是承

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借貸投資時，
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
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
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三年的
運營中，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通過清除本不應該有的不良紀錄
，幫助數百人恢復了信用記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

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
多，包括華裔、韓裔、菲律賓裔、
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碑，他
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
團隊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
所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歡迎有機會與客戶
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
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
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
是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

進行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

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
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
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
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
府單位進行談判。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
司」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
人在頭45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
在三到六個月內刪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

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
救措施。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
用評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
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
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南(Nam
Le)， 歡 迎 免 費 諮 詢 黃 小 姐 電 話:
713-582-9857(國語、廣東話、台山
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
約，位於恆豐銀行大樓9樓909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
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
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
tal.com。

貸款被拒嗎貸款被拒嗎?? 為您處理信用中的不良記錄為您處理信用中的不良記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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