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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U.S. governors to quarantine visi-
tors from states where COVID-19 sp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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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Reuters) - As the number of new coronavi-
rus cases surged in many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Jersey and Connecticut - once at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 will require visitors from states with 
high infection rates to quarantine on arrival.

The announcement on Wednesday came a day after the 
country recorded the second-largest increase in novel coro-
navirus cases since the health crisis began in early March. 
There were nearly 36,000 new infections nationwide on 
Tues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States subject to the 14-day quarantine are Alabama, Ar-
kansas, Arizona, Florid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Texas, Washington and Utah,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said at a briefing.

“This is a smart thing to do,” New Jersey Governor Phil 
Murphy said via video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City. “We have taken our people, the three of us from 
these three states, through hell and back, and the last thing 
we need to do right now is subject our folks to another 
round.”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ed to have curbed the out-
break in May, leading many states to lift restrictions o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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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 virus is moving into rural areas 
and other places that it had not initially penetrated deeply.

The virus is also renewing its surge in states that opened up 
early to ease the devastating effect of the restrictions on local 
economies.

The New York-New Jersey-Connecticut tri-state area was able 
to lower its infection rate after locking down much of its econ-
omy and moving slowly to reopen.

With little federal guidance and decisions largely left to local 
officials and businesses, however, the pace of reopening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continues to look like a patchwork.

FILE PHOTO: A sign is displayed at Saks 5th Avenue in the 
Manhattan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June 
24, 2020. REUTERS/Carlo Allegri/File Photo
Florida, one of the first states to reopen, on Wednesday experi-
enced a record increase of more than 5,500 new cases. Oklaho-
ma, which never ordered a statewide lockdown, on Wednesday 
posted record new cases for the sixth time this month.

On Tuesday, Arizona, California, Mississippi and Nevada had 
record rises. Texas set an all-time high on Monday.

The surge in cases nationwide on Tuesday was the highest 

since a record of 
36,426 new infections on April 24.

QUARANTINE
The new quarantine order also applies to tri-state residents 
returning from the targeted state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or the percent testing 
positive, Cuomo said.

Visitors found violating the order, which takes effect 
from midnight, could face fines of $1,000 for a first 
violation and $5,000 for repeat offenses, he said.

Such quarantines are not unprecedented. Hawaii requires visi-
tors from the U.S. mainland to self-quarantine for two weeks. 
Florida and Texas at one point required people coming in from 
New York area airports to quarantine for two weeks.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filed its support for a law-
suit challenging Hawaii’s quarantine, saying visitors are being 
denied rights granted to most island residents.

While some of the increased numbers of cases can be attribut-
ed to more testing, the numbers do not correlate.

The average number of tests has risen 7.6% over the last seven 
day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while the average number of new cases ros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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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COVID-19 has brought this nation to its
knees and we probably are going to
spend $7 trillion because of this one little
virus. Redfield’s comments were made
as half of the nation is seeing spikes in
new coronavirus cases.

Dr. Anthony Fauci also warned that if we
don’t get control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y fall, we are essentially
chasing after the forest fire.

Dr. Redfield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is
crisis needs to be a partnership. It’s not
all the burde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public health at the local
level. He said in reality if your funding of
CDC was to go away tomorrow, the
public heath infrastructure across this
nation would just crash.

It is true that when you look at our
medical system, most of it is made up of
private businesses that have as their
goal to be financially sound. But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 not have
insurance, they just can’t take

advantage of the service.

Sadly, when this pandemic attacked the
n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ust could
not control and coordinate the whole
nation to mobile very effectively.

We are urging all the politicians and
congress to take dramatic action to face
the reality of this disaster. Don’t talk
too much political language. Just look at
how much people are suffer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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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Has BroughtCoronavirus Has Brought
This Nation To Its KneesThis Nation To Its Knees

BUSINES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
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OUSTON — New research from Hous-
ton Methodist concludes that plasma 
transfusions from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s are a safe and at least somewhat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people still 
dealing with severe coronavirus symp-
toms. Out of 25 patients given a transfu-
sion, 19 saw their condition improve and 
11 were discharged.
This was the first U.S. convalescent 
plasma transfusion trial, and participat-
ing patients saw no negative nor any 
adverse side effects after receiving the 
treatment. There have, however, been 
smaller studies conducted on blood plas-
ma transfusions for COVID-19 patients. 
All of those projects came to similar con-
clusions.
“While physician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scrambled to test new drugs and 

treatments against the COVID-19 virus,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emerged as 
potentially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strategies,” comments corresponding 
study author Dr. James M. Musser,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Ge-
nomic Medicine at Houston Methodist, 
in a statement. “With no proven treat-
ments or cures for COVID-19 patients, 
now was the time in our history to move 
ahead rapidly.”

(Photo/Dimitrios – stock.adobe.com)
This treatment approach for viral diseas-
es certainly isn’t new; blood transfusions 

were used in the same way during the 
Spanish Flu outbreak of 1918, and more 
recently during the 2003 SARS pandem-
ic, the 2009 influenza H1N1 outbreak, 
and the 2015 Ebola outbreak in Africa.
The first signs that plasma transfusions 
from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s 
could help others came from China.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patients 
showed improvement after receiving 
blood transfusions. Once news of that 
project was reported to the team at Hous-
ton Methodist, they immediately started 
thinking about how to apply convales-
cent serum therapy to COVID-19.
Many of the patients’ health outcomes 
following the plasma transfusions mir-
rored what happened to COVID-19 pat-
ents who were given the antiviral drug 
remdesivir. Furthermore, while some 
patients in this trial study did experience 
complications after receiving blood, the 
research team believe those problems 
were caused by the coronavirus infection 
itself and not the transfusions.

Blood Plasma
All of the plasma transfusions given for 
this trial were done on an emergency 
basis for patients in critical condition. 
With that in mind, the study’s authors 
say much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bef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can be determined. The 
Methodist study included 25 patients, 
all on oxygen support. Seven days after 
getting plasma therapy, nine had im-
proved, seven enough to be discharged. 
At 14 days, another 10 had improved, 
four enough to be discharged. One pa-
tient died.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for 
just this purpose may take place at Hous-
ton Methodist in the future. Wherever 

it happens, that trial will focus on mor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treatment like tim-
ing of the transfusion in reference to the 
emergence of coronavirus symptoms,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transfusions (de-
pending on the patient), and anti-body 
levels in the plasma. In theory, a more 
thorough trial will help inform doctors of 
the best time to administer transfusions 
for individual patients. (Courtesy study-
finds.org)
Related
Houston Methodist study re-
ports plasma therapy safe, has 
helped 3/4 of patients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25 critical-
ly ill Houston Methodist COVID-19 
patients improved after receiving blood 
plasma from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disease, according to the first 
U.S. study to be published on the cen-
tury-old therapy’s use against the deadly 
pandemic.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25 criti-
cally ill Houston Methodist COVID-19 
patients improved after receiving 
blood plasma from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disease. (Photo/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A preliminary report by the Method-
ist research team concluded that what’s 
known as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is a safe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COVID-19,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The report has 
not yet been peer reviewed. Because it 
is not known if the patients would have 
improved without the experimental treat-
ment, the report called for a clinical trial 
comparing patients who receive the plas-
ma therapy to patients who receive either 
a placebo or some standard of care.
The study, the largest to date assessing 
the therapy’s use in COVID-19 patients, 

comes two weeks after study leader Dr. 
James Musser told the Chronicle that 30 
of the first 50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therapy had recovered and gone home. 
He said then he would be submitting re-
sults to a journal shortly.

Debra Ammons is recovering from 
COVID-19 after receiving a plasma 
treatment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
cine, in Houston, Thursday, April 30, 
2020. (Photo/Houston Chronicle/Staff)  
Methodist gained attention for the ther-
apy in late March when it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two U.S. hospitals -- 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was the other -- to transfuse patients 
with recovered patients’ blood plasma. 
The two patients transfused that night at 
Methodist were among those that recov-
ered and were discharged. The therapy 
is based on the idea, well-documented 
in laboratory research, that transfusing 
plasma from patients who’ve recovered 
from a virus transfers its healing power. 
Such plasma contains antibodies made 
by the immune system to attack the in-
fection. (Courtesy Houston Chronicle) 
This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Amer-
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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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irst U.S. Study Of COVID-19
Blood Plasma Transfusions….

76% Of Patients Improve

(Photo/Vital - Adobe.com/Health & Medical)

KEY POINTS
More patients have already been given plasma transfusions since this first trial. 
In all, 74 critically ill COVID-19 patients have received blood from recovered 

patients at Houston Methodist. Of that group, 50 have been discharged thus far. 
There’s also no shortage, it seems, of blood to work with; over 150 recovered 
coronavirus patients have donated so far, with many making more than one 

Stay Home!          Wear Mask!



A person views the sunrise from beside the remains of Saint Michael’s Church 
on top of Glastonbury Tor, as the hottest day so far of the summer in Britain 
is predicted, in Glastonbury, southwest Britain June 24. REUTERS/Toby 
Melville

Assa Traore, sister of Adama Traore, a 24-year-old Black Frenchman who died in a 2016 
police operation, attends a gathering in front of a fresco in memory of Adama Traore and 
George Floyd, in Stains, France. REUTERS/Benoit Tessier

A damaged building is seen after an earthquake in Mexico City, Mexico June 23. The building 
had already been damaged in a 2017 earthquake. REUTERS/ Carlos J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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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white House staff member watch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motorcade arrive as U.S. Secret Ser-
vice counter assault team (CAT) snipers stand watch atop a U.S. border patrol armored tactical as the 
president arrives to tour a recently constructed...MORE

Swiss acrobat Ramon Kathriner performs in the Wheel Of The Death during the Airshow, marking 
the reopening of facilities after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lockdown in Les Diablerets, Switzerland, 
June 23. REUTERS/Denis Balibouse

Twana and her baby Bonita pose for a portrait near the White House as racial in-
equality protests continue, in Washington, June 23. REUTERS/Leah Millis

Tomika Miller, the widow of Rayshard Brooks who was shot dead June 12 by an Atlanta police 
officer, raises her hand during a prayer while holding their 2-year-old daughter Memory at his 
funeral at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in Atlanta, Georgia, June 23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alks with U.S. Border Patrol Chief Rodney Scott as he tours a section of the U.S.-Mexi-
co border wall in San Luis, Arizona, June 23,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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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OUSTON, Texas --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s extended “Stay 
Home, Work Safe” orde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nds today, but a 
new one is already in the works.
Hidalgo spoke to the media following 
the funeral service for George Floyd last 
Tuesday afternoon.
“We’ll be issuing a different order 
after it expires. We don’t want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e danger has passed. 
Transmission rates continue to rise. So 
we’ll be issuing a new order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Hidalgo said.
The initial order was first issued in 
March to help “flatten the curve”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area. Under the 
order, only essential businesses were 
allowed to remain open. Many people 
began to work from home and were 
urged to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The order was extended again in May as 
businesses across the state began to re-
open. That order, which expired on June 
10, had two sets of rules designe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mployees returning 
to work.

One set of guidelines covered pub-
lic-facing workers such as retail and 
restaurant employees, and another set 
was in place for employees in the manu-
facturing sector.
Now that the state’s reopening is well 
underway, it’s not clear what the new 
order Hidalgo talked about briefly Tues-
day will look like.
Also on Tuesday, the state reported 
over 2,000 hospitalization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pandemic started here 
in March.
Related
Houston mayor says city ‘mov-
ing very fast in the wrong direc-
tion’ as record cases reported

HOUSTON, Texas  -- “We are moving 
very fas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said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who 
on Monday echoed disappointment 
about skyrocketing COVID-19 cases, 
not just in the city but across the state 
of Texas. Turner’s remarks came as the 
city reported 1,789 new COVID-19 cas-
es, adding to Houston’s total of 14,322. 
Monday’s total is the most the city has 
reported in one day so far.                                                                                                  
“There were 1,789 new cases (over last 
Sunday and Monday.) So this is, this is 
very real. This is a healthcare crisis. And 
quite frankly, your failure, for example, 
to wear masks and or to engage in social 
distancing directly impacts on some-
body else,” said a clearly exasperated 
mayor.
------------------------------------------------
  

Miya Shay

Mayor @SylvesterTurner & other city 
officials sound very frustrated. They are 
seeing massive spike in #covid19 cases, 
and have little power to slow the spread. 
#abc13 live coverage: https://abc13.
com/health/houston-mayor-weighs-in-
as-texas-reaches-record-cases/6260232/ 
…36
3:26 PM - Jun 22,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  38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
The mayor’s remarks came shortly after 
Gov. Greg Abbott called the rate at 
which COVID-19 is spreading “unac-
ceptable.” The rate was 4.5 percent in 
May. In June, it’s 9 percent. As of Mon-
day, the state counted 114,881 cases.
In addition, Texas counted more than 
3,400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hospitals. 
There were 162 new patients reported 
Monday, which marked another record 
for the 10th day in a row.

For Turner’s Houston, hospitalizations, 
as well as deaths, are rising. Turner 
counted five more deaths in the city, 
bringing Houston’s death toll from the 
coronavirus to 196.
Turner impressed upon the importance 
of mask-wearing on the first day of a 
mandate directing all businesses and 
customers in Harris County to wear face 
coverings.
Still, Turner didn’t hide his frustration 
over what he can do to stop the spread 
through enforcement.

A newspaper ad from the 1918 Span-
ish Influenza Pandemic
“It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us,” said 
the mayor, noting that local officials can 
no longer mandate restaurant and bar 
capacity, among other crowd control 
measures that has been effective in flat-
tening the curve of COVID-19 during 
April and May. Once Abbott began issu-
ing statewide orders about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businesses, local elected 
officials no longer had control.
“I thought we opened too fast,” said 
Turner, a sentiment shared by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and a num-
ber of local medical experts.
Now, local officials basically just have 
the power of persuasion to get Housto-
nians to comply with social distancing 
and mask-wearing requests.
“I don’t want the city of Houston to end 
up in a shutdown mode, because our 
hospitals are being overwhelmed and 
people are dying,” Turner said. “And 
that’s what people are seeing all over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s not what we 
want in the city of Houston.” (Courtesy 
abc1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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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s County’s ‘Stay Home, Work Safe’ 
Order Expired Last Week, But A New 

One Is In The Works And Coming Soon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CC55香江演藝
星期四       2020年6月25日       Thursday, June 2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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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國際禁毒日，中國最高人

民法院23日在京發布涉毒犯罪典型案例，內容涵蓋毒品犯罪和吸毒誘發次生犯罪等。最

高法副院長、國家禁毒委副主任李少平指出，中國禁毒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境外毒源地對

華滲透加劇，製毒犯罪向內地其他省份蔓延。同時，涉新型毒品犯罪時有發生，毒品“三

代並存”格局已初現。他認為，疫後毒品犯罪案件或反彈，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金三角”毒源對華滲透加劇
最高法：製毒犯罪向內地省份蔓延 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際禁毒日到來之際，全國
禁毒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
彰會議23日上午在北京召開。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黨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進
集體和先進個人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全國禁毒戰線的同志們致
以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強調，當前，境內和
境外毒品問題、傳統和新型毒品
危害、網上和網下毒品犯罪相互
交織，對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危害，
必須一如既往、堅決徹底把禁毒
工作深入進行下去。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
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堅
持厲行禁毒方針，打好禁毒人民
戰爭，完善毒品治理體系，深化
禁毒國際合作，推動禁毒工作不
斷取得新成效，為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

主任趙克志在會上傳達了習近平
重要指示。他指出，要認真學習
領會、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彰的
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為榜樣，以
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高昂的鬥
志、更加有力的舉措，不斷奪取
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新勝利。
會上，2015年以來在禁毒工

作各條戰線上作出突出貢獻的100
個先進集體和100名先進個人受
到表彰。雲南省臨滄市公安局禁
毒支隊、深圳海關緝私局偵查二
處、雲南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普
洱邊境管理支隊瀾滄邊境檢查站
和內蒙古自治區血液中心血液保
障科主任陶迎春、江西省萍鄉市
禁毒志願者協會會長段華勝等先
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作了發
言。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

開，國家禁毒委員會有關負責同
志、各省市縣禁毒委員會負責同
志、受表彰的先進集體代表和先
進個人等分別在主會場和分會場
參會。

習
近
平
：
堅
持
厲
行
禁
毒
方
針

打
好
禁
毒
人
民
戰
爭

據了解，此番發布的案例從多角度解析當前毒品
犯罪案件的特點。最高法針對案例的分析指

出，醫學研究表明，長期吸毒可能對人體的大腦中
樞神經造成不可逆的損傷。一旦沾染毒品，極易造
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依賴。另外，吸毒行為具有違
法性和自陷性。對於因吸毒導致精神障礙犯罪的，
一般不作為從寬處罰的理由。分析還指，近年來中
國吸毒人員低齡化特點較為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尚
未成熟，更易遭受毒品侵害。

毒品“三代並存”初現
李少平向媒體表示，受國際毒潮氾濫和國內涉

毒因素雙重影響，當前中國的禁毒鬥爭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一方面，“金三角”（緬甸、老撾、泰國
交界地區）“金新月”（從土耳其東部，經伊朗、
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帶）及南美等境外毒
源地對中國的滲透加劇，雲南、廣東、廣西等邊

境、沿海地區的毒品走私入境犯罪仍保持高位。另
一方面，國內製造合成毒品犯罪較為突出，由以往
高發於廣東、四川等省份開始向其他省份蔓延，目
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發現了製毒活動。受此影響，
製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的形勢亦較為嚴峻。“全國
法院一審審結的製毒物品犯罪案件數呈增長之勢，
且新的製毒原料、製毒方法不斷出現。”
此外，涉案毒品種類多樣化，涉新精神活性物

質犯罪案件有所增多。特別是新類型毒品犯罪在上
升，部分地方已出現製造、販賣合成大麻素等新精
神活性物質犯罪案件，毒品“三代並存”的格局已
初步顯現。

隱蔽性強打擊難度大
李少平還表示，在犯罪方式上，販毒活動科技

化、智能化手段增多，利用QQ、微信、論壇等信
息網絡進行聯絡、交易，利用物流寄遞渠道進行運

輸的毒品犯罪案件時有發生，隱蔽性更強，打擊、
監管難度更大。不僅如此，毒品問題常與“黃、
賭、盜、搶、黑”等問題相互交織，誘發大量違法
犯罪活動。
“人民法院對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大的

毒品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與此同時，對罪
行原本較輕的被告人，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李少
平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毒品犯罪
案件數量普遍下降，不過，預計疫後此類案件或有反
彈。在此方面，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6月22日，重慶市組織開展毒品集中銷毀行動，
共銷毀毒品及製毒輔料2,900公斤，案值逾8億元人
民幣。此次集中銷毀行動，包括銷毀2,700餘公斤
毒品。為減少環境污染，毒品銷毀通過高溫焚燒進
行無害化處理。圖為銷毀毒品現場。 中新社

美赤裸裸對華媒體政治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宣布將

包括中新社在內的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
“外國使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3日在北
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說，這是美方赤裸裸對中國
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敦促其糾正錯誤做法，
否則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2日宣布，美
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環
球時報》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外國使
團”。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趙立堅回應說，這已經是美方第二次將中國媒

體在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了。這是美方赤裸裸
對中國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將進一步嚴重干

擾中國媒體在美開展正常報道活動，也進一步暴露
出美方標榜的所謂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虛偽性。“我
們強烈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維、意識形態偏見，立
即停止和糾正這種損人不利己的錯誤做法。否則，
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正當反應。”趙立堅說。
有記者問，6月22日，蓬佩奧發表聲明稱，美

國對中國決定正式起訴康明凱和邁克爾極為關切，
中方指控出於政治動機；美國與加方站在一起，呼
籲中方立即釋放二人，並反對使用不正當拘留來脅
迫加方。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譴責中方任意逮捕行
為，表示中方不應因加獨立司法體系有關孟晚舟案
的決定而懲罰加拿大公民。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趙立堅對此表示，不知道美、加雙方有何顏面
和資格大談所謂“政治動機”“不正當拘留”和
“任意逮捕”，這些帽子讓他們戴最合適不過。
趙立堅指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

家力量，在世界範圍內打壓華為，無所不用其極。
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加拿大法
院不久前公布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有關備忘錄，已
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加拿大任意逮捕孟晚舟，就是所謂

‘司法獨立’，那為什麼以種種藉口干預中國司法
部門獨立辦案？”趙立堅反問說，“如此‘雙
標’，倒打一耙，刷新了我們對美國和加拿大政客
的認知下限。”

陳凱琳23日29歲生日，正懷有第二胎的
Grace在社交網上載多張性感孕照，相

中的她大腹便便，上圍豐滿，但手腳依然纖
瘦，Grace這幾張照片拍得十分唯美，可惜
是老公鄭嘉穎沒有出鏡。Grace 留言：
“The Best Birthday Present，今個生日特別
有意義，除了好感恩有一個這麼愛我的家，
還有我們的家庭將會迎接這位小生命~~心情
好緊張，好興奮，好期待！我唯一的生日願
望就是希望自己、BB，和身邊這麼多位朋友
都健健康康！God Bless！”閨蜜龔嘉欣更留
言讚Grace是她見過最靚的孕婦，而同屆港
姐蔡思貝亦有祝Grace生日快樂。何雁詩、
陳嘉寳、陳山聰、林盛斌等也大讚她Beauti-
ful，兼是“Hot Mama”！

Apple感謝好友鼓勵幫忙
另邊廂，陳山聰與太太Apple在情人節宣

布造人成功，並十分期待新生命的來臨。Ap-
ple新近在社交平台貼出多張大肚寫真照，照
片中她與老公先後穿上白背心以及黑色外套上
鏡，雙雙面露幸福的笑容。

Apple留言：“本來一直都沒想照大肚
相，到最後決定還是要拍，留住一個美好的
回憶，想不到由結婚至到馬上到來的BB可以
一年內完成，非常之感謝上天！非常感恩沿
途身邊有很多有經驗的好朋友畀好多意見及
鼓勵我，令我在這個奇妙旅程入面並不孤
單，亦不徬徨！每一位好友都是說‘不要怕
麻煩有問題即刻找我’，實在令我暖在心
頭，感謝每一位好友！當然包括我老公！
Love you all！”

“準爸爸”陳山聰在日前
的父親節拿着父親節蛋糕
拍照，並留言說：
“是不是 Su-
per Dad

都還未知，但我絕對是‘超能使者’!”

胡杏兒大仔跳《江南style》
此外，另一位媽咪胡杏兒近日則替成人

護理產品拍廣告。雖然因應新冠疫情關係，
工作相對地減少，杏兒很感恩依然有工作，
而同時多了時間和家人相處。

提到今次為成人護理產品拍攝廣告，杏
兒說：“其實尿滲是不論任何年紀，又或者
生育之後的女性都可能會遇上的情況，是一
個正常同普遍的問題，大家不需要覺得羞恥
或者怕羞而不去面對這個事情，因為不處理
的話，可能會發生更尷尬事情，大家應該用
正確方法面對。”

杏兒又說：“自己一直都盡量在不開工
的時候抽時間陪兩個仔，珍惜一家人相處的
寶貴時間。”

杏兒經常將仔仔搞笑的一面拍下來，跟
大家分享：“其實我們拍了好多仔仔的片，
大家見到我post的只是百分之一，相信每個
家長都會這麼做，希望留下多點小朋友的回
憶；同時好感恩大家喜歡Brendan同Ryan，
兩兄弟性格好不同，但一樣是happy baby，
帶好多快樂給我們，所以有時share出去是希
望將這份快樂傳遞給大家。例如最近Bren-
dan（大仔）不用返學，留在家裡少不了多
看幾眼電視，近排他學識跳《江南
style》 ， 又 識 跟 拍 子 同 擺
pose，可能真是遺傳了我
的基因，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依江）20年前憑韓
劇《藍色生死戀》紅遍亞洲的42歲韓星元
斌，近日謝絕演出總製作費超400億韓圜的電
視劇《不可殺》。該劇集是由《陽光先生》的
導演張英宇執導、《客：The Guest》的編劇
權素拉執筆的16集劇集，講述在600年裏女主
角反覆死去和轉世，而男主角未曾經歷死亡，
成為了“不可殺”的男人的故事。

元斌於2015年與小一歲女星李娜英奉子
成婚，不久一索得子，二人榮升父母後一直保
持低調，而元斌更是自2010年的影片《殺手
代父》之後未再有下一部作品。

據悉，在接到《不可殺》演出邀請後，元
斌方曾進行內部商議，業內本亦有傳他很可能
接拍該劇，惟因對以電視劇作品回歸的形式感
到有所負擔，而且粉絲對元斌期待值很高，他

無 法
輕 易 選
擇作品，
最終還是放
棄。

元 斌 於
1997 年 拍 劇 出
道，2000年拍攝經
典劇《藍色生死戀》
而爆紅，不過之後就專
注拍電影，對上一次拍劇
已是2002年的日韓合資短
劇《Friends》，因此可以說
是長達近20年未有拍過韓劇。
而近年元斌就僅以拍廣告吸金，
不過依舊夠生活。

香港文
匯報訊 受到新冠

疫情影響，繼奧斯卡金
像獎2021年第93屆頒獎典禮
延至4月舉行後，金球獎也將
由傳統上的1月初延至2月28
日舉行。

金球獎主辦單位好萊塢
外籍記者協會（Hollywood
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HFPA）23 日發布聲明說：
“將在未來數周公布參選資
格、投票期限以及修正後的
入圍名單公布時間。”今次
新冠疫情已對好萊塢電影業
造成破壞性影響，電影院不
開門、製片中斷，片商也須
延後發行日期。主辦奧斯卡
獎的美國影藝學院（Acade-
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早前宣布，明
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將從原
定的2月28日延後8周，改至
4月25日舉行。這項決策引發
骨牌效應，英國影藝學院電
影獎（BAFTA）和獨立精神
獎（Film Independent Spirit
Awards）也跟着順延。

據悉，2021年第78屆金
球獎頒獎典禮，將由《娛樂
揸 Fit 人》女星天娜菲(Tina
Fey)、美國女演員Amy Poe-
hler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蘇姍和
嘉賓主持楊立門22日晚舉行網上音樂會《星
級靚聲演唱廳》，兩人獻唱不同年代的中、
英文金曲，並合唱《鐵血丹心》和《To-
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更開放網
上互動點唱環節，蘇姍指現場有隊很
好的樂隊，大家對音樂都好有心。

蘇姍之前都有試過做一個長
達3小時網上直播，她自言不論
是實體或網上演出，一樣要求
好高，沒要求反而易出錯。
她透露樂師們在疫情下失
去很多工作機會，加上對
演出好有要求，故特意
請來自己的樂隊班
底，亦藉此向全世界
傳遞愛的訊息。

蘇姍享受網上開秀

明
年
金
球
獎
延
至
2
月
底

復出拍劇有壓力
元斌推400億韓圜鉅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梁靜儀）近期娛樂圈好事成

雙，繼余文樂與王祖藍於父親節宣布再當爸，鄭嘉穎太太

陳凱琳（Grace）與陳山聰太太 Apple（何麗萍）亦

不約而同晒出懷孕寫真，齊齊印證了“懷孕

的女人最美麗”之說。陳凱琳拍這輯

懷孕寫真是作為送給自己 29歲

的生日禮物；至於 Apple

則是為了留下美好

的回憶。

陳凱琳
陳凱琳 賀賀2929歲

生日
歲生日晒孕
照

晒孕
照

陳山聰夫婦拍寫真留美好回憶

■■繼奧斯卡金像獎之後繼奧斯卡金像獎之後，，金球獎金球獎
亦宣布要押後舉行亦宣布要押後舉行。。

■蘇姍表
示自己做任何

演出，要求都好高。

■陳山聰與太太皆期待小
寶寶來臨。 網上圖片

■陳山聰結婚1年就做父親，十分有效
率。 網上圖片

■■元斌推劇元斌推劇，，令粉絲大失所望令粉絲大失所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胡杏兒在疫情胡杏兒在疫情
下依然有廣告下依然有廣告
拍拍，，十分感恩十分感恩。。

■杏兒兩個囝囝遺傳表演基因，勁
可愛。 網上圖片

■陳山聰
準備好榮
升爸爸。

■■陳凱琳大腹陳凱琳大腹
便便便便，，但手腳但手腳
依然幼細依然幼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凱琳被
譽為最美孕婦，
當之無愧。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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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國際禁毒日，中國最高人

民法院23日在京發布涉毒犯罪典型案例，內容涵蓋毒品犯罪和吸毒誘發次生犯罪等。最

高法副院長、國家禁毒委副主任李少平指出，中國禁毒形勢仍然嚴峻複雜，境外毒源地對

華滲透加劇，製毒犯罪向內地其他省份蔓延。同時，涉新型毒品犯罪時有發生，毒品“三

代並存”格局已初現。他認為，疫後毒品犯罪案件或反彈，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金三角”毒源對華滲透加劇
最高法：製毒犯罪向內地省份蔓延 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際禁毒日到來之際，全國
禁毒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
彰會議23日上午在北京召開。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黨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進
集體和先進個人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全國禁毒戰線的同志們致
以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強調，當前，境內和
境外毒品問題、傳統和新型毒品
危害、網上和網下毒品犯罪相互
交織，對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危害，
必須一如既往、堅決徹底把禁毒
工作深入進行下去。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
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堅
持厲行禁毒方針，打好禁毒人民
戰爭，完善毒品治理體系，深化
禁毒國際合作，推動禁毒工作不
斷取得新成效，為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

主任趙克志在會上傳達了習近平
重要指示。他指出，要認真學習
領會、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彰的
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為榜樣，以
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高昂的鬥
志、更加有力的舉措，不斷奪取
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新勝利。
會上，2015年以來在禁毒工

作各條戰線上作出突出貢獻的100
個先進集體和100名先進個人受
到表彰。雲南省臨滄市公安局禁
毒支隊、深圳海關緝私局偵查二
處、雲南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普
洱邊境管理支隊瀾滄邊境檢查站
和內蒙古自治區血液中心血液保
障科主任陶迎春、江西省萍鄉市
禁毒志願者協會會長段華勝等先
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作了發
言。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

開，國家禁毒委員會有關負責同
志、各省市縣禁毒委員會負責同
志、受表彰的先進集體代表和先
進個人等分別在主會場和分會場
參會。

習
近
平
：
堅
持
厲
行
禁
毒
方
針

打
好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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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此番發布的案例從多角度解析當前毒品
犯罪案件的特點。最高法針對案例的分析指

出，醫學研究表明，長期吸毒可能對人體的大腦中
樞神經造成不可逆的損傷。一旦沾染毒品，極易造
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依賴。另外，吸毒行為具有違
法性和自陷性。對於因吸毒導致精神障礙犯罪的，
一般不作為從寬處罰的理由。分析還指，近年來中
國吸毒人員低齡化特點較為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尚
未成熟，更易遭受毒品侵害。

毒品“三代並存”初現
李少平向媒體表示，受國際毒潮氾濫和國內涉

毒因素雙重影響，當前中國的禁毒鬥爭形勢依然嚴
峻複雜。一方面，“金三角”（緬甸、老撾、泰國
交界地區）“金新月”（從土耳其東部，經伊朗、
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帶）及南美等境外毒
源地對中國的滲透加劇，雲南、廣東、廣西等邊

境、沿海地區的毒品走私入境犯罪仍保持高位。另
一方面，國內製造合成毒品犯罪較為突出，由以往
高發於廣東、四川等省份開始向其他省份蔓延，目
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發現了製毒活動。受此影響，
製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的形勢亦較為嚴峻。“全國
法院一審審結的製毒物品犯罪案件數呈增長之勢，
且新的製毒原料、製毒方法不斷出現。”
此外，涉案毒品種類多樣化，涉新精神活性物

質犯罪案件有所增多。特別是新類型毒品犯罪在上
升，部分地方已出現製造、販賣合成大麻素等新精
神活性物質犯罪案件，毒品“三代並存”的格局已
初步顯現。

隱蔽性強打擊難度大
李少平還表示，在犯罪方式上，販毒活動科技

化、智能化手段增多，利用QQ、微信、論壇等信
息網絡進行聯絡、交易，利用物流寄遞渠道進行運

輸的毒品犯罪案件時有發生，隱蔽性更強，打擊、
監管難度更大。不僅如此，毒品問題常與“黃、
賭、盜、搶、黑”等問題相互交織，誘發大量違法
犯罪活動。
“人民法院對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大的

毒品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與此同時，對罪
行原本較輕的被告人，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李少
平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毒品犯罪
案件數量普遍下降，不過，預計疫後此類案件或有反
彈。在此方面，應推動完善禁毒刑事立法。

■6月22日，重慶市組織開展毒品集中銷毀行動，
共銷毀毒品及製毒輔料2,900公斤，案值逾8億元人
民幣。此次集中銷毀行動，包括銷毀2,700餘公斤
毒品。為減少環境污染，毒品銷毀通過高溫焚燒進
行無害化處理。圖為銷毀毒品現場。 中新社

美赤裸裸對華媒體政治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宣布將

包括中新社在內的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
“外國使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3日在北
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說，這是美方赤裸裸對中國
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敦促其糾正錯誤做法，
否則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2日宣布，美
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環
球時報》四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外國使
團”。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趙立堅回應說，這已經是美方第二次將中國媒

體在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了。這是美方赤裸裸
對中國媒體政治打壓的又一例證，將進一步嚴重干

擾中國媒體在美開展正常報道活動，也進一步暴露
出美方標榜的所謂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虛偽性。“我
們強烈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維、意識形態偏見，立
即停止和糾正這種損人不利己的錯誤做法。否則，
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必要、正當反應。”趙立堅說。
有記者問，6月22日，蓬佩奧發表聲明稱，美

國對中國決定正式起訴康明凱和邁克爾極為關切，
中方指控出於政治動機；美國與加方站在一起，呼
籲中方立即釋放二人，並反對使用不正當拘留來脅
迫加方。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譴責中方任意逮捕行
為，表示中方不應因加獨立司法體系有關孟晚舟案
的決定而懲罰加拿大公民。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趙立堅對此表示，不知道美、加雙方有何顏面
和資格大談所謂“政治動機”“不正當拘留”和
“任意逮捕”，這些帽子讓他們戴最合適不過。
趙立堅指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

家力量，在世界範圍內打壓華為，無所不用其極。
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加拿大法
院不久前公布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有關備忘錄，已
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加拿大任意逮捕孟晚舟，就是所謂

‘司法獨立’，那為什麼以種種藉口干預中國司法
部門獨立辦案？”趙立堅反問說，“如此‘雙
標’，倒打一耙，刷新了我們對美國和加拿大政客
的認知下限。”

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于大海

CBA聯賽（中
國男籃職業聯賽）
遼寧隊與廣州隊23
日迎來復賽後的第
二場較量，遼寧男
籃最終以102：106
不敵廣州，遭遇復

賽後兩連敗。比賽中，遼寧方面郭艾
倫砍下32分，梅奧首秀獲得28分，廣
州方面陳盈駿則拿下29分 6籃板助
攻。

首節比賽，遼寧隊在開局階段狀
態慢熱，導致球隊早早以6：20落後。
此後遼寧隊走上正軌，郭艾倫連拿6分
稍稍止血，梅奧也在隨後連拿4分。不
過廣州這邊進攻依舊犀利，首節結束
時仍然以30：18領先。

次節比賽，遼籃狀態迅速回暖，
外援梅奧兩次快速反擊中一人獨砍10
分。遼寧憑借22：10的攻勢一舉反
超。半場戰罷，兩隊戰成46：46。

第三節，開局雙方依舊僵持多次
打平，後半節遼寧採取全場緊逼並收

到巨大效果，廣州幾次沒過半場就被
遼寧阻擊搶斷並轉化得分，遼寧一波
12：5的攻勢逐漸佔據上風。

末節，廣州外線連連開花，鄭准
和陳盈駿接連命中三分，遼寧則是內
外結合，郭艾倫的反擊進球和賀天舉
的三分又一次追平比分。後半節的決
戰，梅奧和亨特兩名外援互飆三分。
廣州最後時刻越戰越勇，遼寧則很難
在陣地戰中得分。廣州搶下最後致命
的進攻籃板並製造犯規確保勝利。全
場戰罷，遼寧男籃102：106不敵廣
州。 ■中新網

自中超成立以來，隨着各支球隊擁有更多的資金及資源，具名
氣的洋帥一直是不少球隊追逐的對象。不過除了當中少數能

交出與名氣相符的成績，不少外國名帥均因“水土不服”而黯然
離開。近年中國球壇開始加大對本土教練的培養及提拔，並已開
始見到成效，李霄鵬及李鐵成功站穩陣腳，前者連續兩年獲選為
中超最佳教練，而後者亦得到委以重任在國足擔任主帥。

剛年滿40歲的鄭智亦即將加入“踢而優則教”的行列。這名
中場指揮官曾代表國家隊出戰108場，効力廣州恒大期間8奪中
超錦標及兩次亞冠盃冠軍，而他自己更在2013年獲選為亞洲足球
先生。新一季鄭智將以恒大一隊助教的新角色出現，不過會否就
此掛靴則尚未有定案。

獲恩師納比大讚可成名帥
上季季尾鄭智曾在簡拿華路深造期間出任代理主教練，以他

在中國球壇的聲望及經驗絕對有潛質成為本土教練的後起之秀，
其恩師納比亦曾大讚他有成為名帥的潛力：“鄭智對戰術理解很
出色，作為球員在中場攻守兼備，有着清晰的思路，相信他退役
後會成為很出色的教練。”

憑着深厚的財力，中超成立以來吸引了不少極具名氣的教練
及球星來投，對提升聯賽整體水平有一定幫助，不過要真正改善
國足的能力及戰績，將資源投放在本土教練及球員才是治本之
策。近年各支中超隊伍的政策已有所改變，本土球員獲得更多重
用，而本土教練的機會亦有所增加，只有他們能夠在中超擔起大
旗甚至衝出亞洲，國家隊水平才有望穩定提升。

自中超面世以來，中國球壇一直為洋帥主導，納比、史高拉利、波

亞斯以至簡拿華路等名帥相繼登陸中超，不過近年中國本土教練逐漸抬

頭，李霄鵬連續兩年獲選為中超最佳教練，李鐵亦擔起國足主帥的要

職，而另一名宿鄭智亦將由恒大一隊助教起步，加強對本土教練的培訓

及提拔，對中國足球長遠而言絕對有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鄭智轉型出任恒大一隊助教鄭智轉型出任恒大一隊助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智於鄭智於20132013年獲選為亞洲足球先生年獲選為亞洲足球先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身為恒大隊長的鄭身為恒大隊長的鄭
智舉起中超冠軍獎智舉起中超冠軍獎
盃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港
超球會富力R&F宣
布，與自由人結束3
年合作關係，今後將

改與流浪發展青訓梯隊。
富力22日宣布：“富力（香

港）足球有限公司從即日起與自由
人足球發展有限公司的青訓合作暫
告一段落，我會衷心感謝自由人各
位朋友的辛勤付出。合作三年來，
自由人通過各級梯隊的組建鍛煉了
不少有足球理想的本地青年球員，
為富力R&F合共輸送了8位菁英新
秀。”

“在未來的新階段，我會繼續
發展（香港）本地足球和培養更多
本地青年球員的初心不改，雙方將
以新的方式繼續合作。展望新賽
季，我會的各級梯隊組建將會與流
浪足球會開展合作。通過更完善的
訓練安排，我會將與流浪足球會一
起繼續不遺餘力地發展香港青少年
足球培訓，致力促進本地足運的發
展。”

由於今季除港超以外的賽事均
已取消，青年聯賽將於新球季才會
再次舉行，足總也有計劃改革青年
賽事，以免強弱懸殊的情況持續。
新構思是將港超球會青年軍集合一
個聯賽，命名為“青年超級聯
賽”，希望最好的球員都加盟港超
青年軍。以往的青年聯賽按成績分
為甲、乙、丙組，超聯和地區球會
混合一起比賽，但因彼此投入資源
差距甚大，不時出現大比分的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華游樂會為協助香港精英運動員在
“疫”境下保持最佳狀態，以迎接大型國際賽事復辦，在香港網球總會鼎
力支持下，舉辦“中華游樂會香港精英網球邀請賽”。賽事將於7月5、
7、9、11及12日於大坑中華游樂會舉行。

賽會23日舉行對賽抽籤。參加賽事的男球手分別有楊柏朗、王康
傑、計維宇、Sebastian Nothhaft、劉駿軒、林政、林兆暉、以及余程昊。
女球手為張瑋桓、王康怡、胡可澄、伍曼瑩、增田椎奈、吳筠柔、楊焯慧
和梁翠琦。楊柏朗、王康傑、張瑋桓及王康怡皆對是次邀請賽充滿期待，
不約而同地稱，雖然在過去多月都自律地進行體能鍛煉，但始終覺得只有
透過落場比賽方可保持競技狀態，增加出戰大賽的信心。他們表示，會把
握時間，在未來兩星期積極備戰，於比賽中爭取好成績。

“中華游樂會香港精英網球邀請賽”決賽將於7月12日下午於香港大
坑中華游樂會Facebook 專頁直播（https://www.facebook.com/crc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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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踢而優則教
鄭智

出生日期：1980年8月20日
出生地點：遼寧省瀋陽市
身 高：1.83米
位 置：中場

職業球隊

年份 球隊 出場
(進球)

2001-2004 深圳健力寶 77(14)
2005-2007 山東魯能泰山 45(31)
2007 查爾頓(租借) 12(1)
2007-2009 查爾頓 67(9)
2009-2010 塞爾提克 19(1)
2010- 廣州恒大淘寶 242(12)

國家隊
2002- 中國 108(15)

遼籃意外負廣州 CBA復賽兩連敗 中華游樂會精英網球賽下月舉行

■■中華游樂會香港精英網球邀請賽將於中華游樂會香港精英網球邀請賽將於77月舉行月舉行。。
▲▲郭艾倫郭艾倫（（中中））雖獨取雖獨取3232分分，，但仍未能為遼籃但仍未能為遼籃
贏下勝利贏下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本土教練中國漸抬頭

CBACBA 2323日賽果日賽果
遼寧 102：106 廣州
福建 107：112 吉林
北京 90：93 同曦
廣東 119：71 江蘇
浙江 89：116 廣廈
山東 94：103 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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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大促再至，阿里蒋凡迎来正名之战
2019年双十一，蒋凡首次登上舞台

中央。启动发布会上，蒋凡剃掉了两侧

的络腮胡，穿着西装和皮鞋，面部表情

略显紧绷。他放下豪言，要帮助用户省

下500亿元。

一小时破千亿，最终达近2700亿，

2小时内148个品牌过亿……一串串惊艳

的数字，让蒋凡的声望到达顶点。

4月初，美团王兴在朋友圈说，蒋

凡如果能战胜拼多多的黄峥，那么蒋凡

就会成为阿里巴巴的CEO。

半年之后，电商纷纷发力的618大

促再至。但蒋凡和阿里，处境已是天翻

地覆。

聪明人

王兴说，蒋凡是个聪明人。蒋凡手

下某员工告诉时代财经，这也许是对他

最精确的评价。

蒋凡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要说到点

子上。

员工汇报工作，习惯性进行一些美

化和修饰，从来逃不过他的法眼。“不

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产品出身，看事情

总是看本质，确实也可以很快看到本质

。”

蒋凡晋升到天猫总裁后，业务导向

有了细微的变化。员工晋升时，不但要

说清楚自己工作获得什么业绩，还要说

清楚用了什么方法，方法能否复制到别

的地方。

结果重要，过程更重要，这样能把

偶然性降到最低。

正如蒋凡自己过往的成功，也并不

是偶然。

2010年，当中国的移动智能设备只

有几百万台的时候，蒋凡就决定投身移

动互联领域创业。当时，这一浪潮里还

有诸多空白尚无人填补，蒋凡率先为移

动开发者服务。

早年，他接受采访时说：“我的项

目并不一定要面向大众消费者，更想尝

试B2B市场，早期肯定会辛苦一些，但

正因为这样，也容易打造竞争门槛。只

要服务好这样群体，未来的商业价值也

会很大。”

在阿里，很多事情的成功得益于蒋

凡的推动，内部员工对其的评价甚高，

“每个人都能看到从PC到移动端的趋

势，但蒋凡从外部而来，却能打通阿里

内部多个体系，真正让阿里这艘大船完

成转向。这就是他的本事。”

当然，某些境遇依旧有几分传奇色

彩。

如果没有李开复，蒋凡可能无法进

入谷歌工作，更无法在创新工场孵化出

友盟。

李开复在自传中的这段描写，被认

为是蒋凡的故事

。

“有一位本

科生，面试成绩

非常优秀，但当

他的成绩单寄来

的时候，我们的

招聘委员会发现

他的许多计算机

课 程 都 是 60

或 61 分。有一

位资深工程师坚

决反对录取他。

”

“我对这位

总部来的资深工

程师说：这样好

吗，你打个电话

给这名学生，你

看他怎么解释他

的成绩，如果他

不能说服你，你

不用回来问我，

我们直接拒绝他

。”

“几天之后

，他给我发了电

子邮件：我们雇

用他吧！那个学

生说他们学校考

试的内容和实际

编程根本没有关

系。于是，他每

科考试都准备到

仅够低空闪过的

程度，就是这样，他以 61 分的平均成

绩，得到了计算机系的本科学位。”

不能再让马云失望

“蒋凡始终保持创业者的冲劲，有

敏锐的消费者洞察和产品洞察，在整个

淘系无线化升级过程中起到了核心驱动

作用”。阿里CEO张勇在内部公开信中

如此评价他，其声望达到顶点。

但聪明人蒋凡，在生活中糊涂了一

回。

糊涂的代价很大。4月17日，疑似

天猫总裁蒋凡的妻子@花花董花花 微

博点名知名网红张大奕，引起广泛关注

。次日，蒋凡申请阿里内部调查。

随后，此事迅速从个人层面上升到

了公司，变成了一场价值观之争。

4月27日，在事件发生后十天，阿

里巴巴公布了对蒋凡的处罚，取消了其

合伙人的身份，但并未撤销其淘宝、天

猫的总裁职位。市场普遍认为，阿里巴

巴的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5月9日，马云在淘宝直播中称要

和蒋凡讨论业务。5月17日，马云在千

岛湖游玩，蒋凡是九名陪同之一。马云

在游玩中放生了一条大鱼，蒋凡的脸上

则带着浅浅的笑容。

从集团到马云本人，用明确的姿态

公开表示了对蒋凡的支持。

蒋凡主导的例会，多安排在傍晚，

他会拿些水果和坚果，大家一起吃。虽

然话不多，但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微

博的事件后，他在会上的状态有了细微

的改变，话也明显多了一些。

这个618，蒋凡需要证明自己。阿

里也需要一场胜利。个体和集体的命运

，绑在了一起。

正名之战

5月22日，拼多多发布2020年第一

季度财报。在至2020年3月31日的前12

个月内，拼多多的年度活跃买家数达

6.28亿。而2019年财年，淘宝天猫的活

跃买家为7.21亿。

这意味着，拼多多已坐稳了中国电

商第二大平台，离追平天猫淘宝只差一

个身位。

更让阿里紧张的是，拼多多的一二

线城市用户GMV占比已接近半数，农

村包围城市之势凸显。

由此，这个618，对于淘宝天猫来

说意义更加重大。

而蒋凡提前帮助淘宝天猫完成的内

容体系搭建，成为了他们应对拼多多冲

击的最锋利的武器。

6月1日，618的第一天，淘宝直播

完成成交支付金额51亿。当天有20多

个品牌、商家及主播的淘宝直播间成交

超过1000万元。

有媒体直接断言，“淘宝直播的强

劲爆发意味着今年618胜负已定。凭借

淘宝直播创新带来的巨大增量市场，天

猫618成为品牌、商家上半年的最大增

长机会，也是打赢疫后‘回血之战’的

最大底气。”

淘宝直播正是从蒋凡主导的淘宝内

容生态孕育而来。早在2018年5月，当

蒋凡推动淘宝完成无线化布局之后，他

就敏锐的发现直播、短视频将是电商的

未来。

“我认为未来淘宝上可能90%的内

容都是视频的方式来承载，包括直播。

就跟当年我们觉得90%的交易会在无线

上产生一样，视频内容占90%未来也很

可能会发生。”

除了淘宝直播之外，有不愿透露姓

名的消息源告诉时代财经，“从前期的

数据看，淘宝天猫的成绩超过了预期。

”

“虽然在活跃客户规模上，拼多多

确实逼近了阿里，但在营收、盈利能力

等其他维度看，拼多多还差得很远。而

且阿里已经打造了一整套体系，现在看

，拼多多还有点独木难支。”

这套所谓的体系，正是蒋凡为阿里

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马云选择在关键

时刻力挺蒋凡的最大原因之一。

今年618的活动，对蒋凡或许意义

重大——这可能决定着下次马云再去千

岛湖时，是否还会再带上他。

我们都知道一旦一个人在事业上有

所成就以后就会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并且

会结交各种各样的新朋友，同时也免不

了会树立不少敌人。创建了阿里巴巴的

马云在互联网领域的地位毫无疑问是非

常高的，很多的同行都愿意与马云结交

。然而美团的王兴却并不是这样想的，

王兴对马云的敌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位美团的创始

人这样抵触马云呢？

王兴对此的解释则是他认为马云是

一个有诚信问题的人。但是据大家的了

解在美团遇到困境的时候阿里巴巴以及

马云都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了美团，究竟

是什么愿意导致了王兴如此的反感自己

的“恩人”呢？大家不要急，今天就让

小编来为大家解释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

什么。

王兴是在二零一零年的三月四日

创建了美团网。一开始美团的目的

就是要让消费者们能够在美团这个

平台团购各种吃喝玩乐的项目。这

一点上美团和阿里巴巴还是有一点

相似的，阿里巴巴是我们国内的电

子商务的开创者，而美团则是线上

生活服务的开创者。美团在起步的

时候我们中国还是处在了使用现金

来进行交易的年代，因此美团一开

始的发展并没有很顺利，当时的时

代一下子也不会接受美团这种新兴

的网站。

美团在前几年的时候名气也不是

很大，与此同时美团的投入也是很

高的，并且还非常难做到高盈利。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马云看到了美

团的潜力，不久就给了美团五千万

的资金，这笔资金也帮助了美团能

够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成为了同类

软件的佼佼者。

但是之后没有过去多久美团和阿里

巴巴之间就出现了矛盾。阿里巴巴一直

都有在支持美团的发展，不过阿里巴巴

也想要得到一些利益，那就是巩固支付

宝的地位。为此马云特地去找了王兴表

示自己想要加强对于美团的投资，前提

条件就是美团产品在进行支付的时候只

能够用支付宝。

王兴对于马云这样的要求非常不满

，他认为用户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使用

哪一种方式来进行支付，并不应该去限

制消费者们的支付方式，因此王兴直截

了当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样的做法其

实就是要稳住支付宝的地位，但是对美

团却是不利的。阿里巴巴与美团也就因

为这件事情结下了梁子，而后美团更是

将绑定支付宝的渠道取消了，但绑定了

支付宝的用户是能够继续用支付宝的。

美团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选择与腾

讯合作，并且还合并了大众点评，腾讯

在美团公司当中的地位比阿里巴巴还要

高，这就让阿里巴巴十分不满了。阿里巴

巴也不愿意和美团合作而是选择了饿了么

，直接与美团的老对手站在同一战线了，

这在王兴看来，马云的决绝颇有点不讲诚

信。看来这一次两家是彻底闹掰了。

阿里曾投资5000万拉了美团一把
为何王兴却说马云诚信有问题？

澳洲目前的疫情防控成效非常显著

，而且在疫情结束后，澳洲很有可能会

呈现新的局面。对此，我们不难看到澳

洲当前的疫情政策在一段时间的停滞之

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动。在前一段

时间，澳洲代理移民部长塔奇在《悉尼

晨锋报》的采访中针对今年是月份的财

政预算，提出了自己关于“永居性移民

计划”的相关想法。

对于重新设置永久移民这一计划，

莫里森在去年10月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并认为这可能是重新振奋澳洲经

济，加强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的重要调

整。同样，此前澳洲有多位高级官员，

对于疫情后的移民政策进行了探讨。其

中，总理与内阁部前部长帕金森曾提出

希望现在的政府能够积极推动技术移民

，并全力保障技术移民顺利开展。对此

，代理移民部长塔奇还曾表示过推动移

民计划的开展，现在可能为时过早，但

是积极推动移民计划将是我们必须要进

行的一项政策改革。他还曾表示“我们

要重新设置永久性移民的数量及要求。

”目前，澳洲政府还没有正式确定移民

人口的数量，也没有确定这些配额的分

配及分布情况。对此，需要针对内阁预

算公布的一些情况，进行分配，原则上

技术类移民和家庭类移民的配比额将会

坚持1/3和2/3的配比。

除此外，代理移民部长塔奇还都认

为现在积极开展移民政策的调整是非常

有必要的。他曾指出，澳洲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很有可能成为最受大家欢迎的地

方，因为因为国家现在的新冠疫情情况

非常的严峻，而澳洲在疫情防控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则相较较为突出。所以，澳

洲则更有可能吸引到全球各地的技术人

才！全球人才独立计划主要是针对一些

行业人才，主要包括农业、采矿、医疗

、网络、金融、制造业等各个行业。而

且对于行业人才，澳洲政府会出台一定

的限制，其中的主要要求有：申请人必

须有足够的能力每年获得14.9万澳元及

以上薪水。根据当前的《信息自由法》

，内政部曾发布官方声明，系统统计了

当前的签证情况：截至到今年的1月30

日，澳洲官方的全球人才独立计划已经

收到了330多份申请和730多份意向书

，对此，澳洲政府目前已经发放了220

多份签证。为此澳洲财政部曾经预测，

未来一年内的净海外移民人口数量将会

出现一定的减少，甚至能够减少85%。

并且，移民人口大多会包括永久性

移民和留学生等临时性移民人口。其中

的净海外移民主要指的是移民到澳洲的

人口和从澳洲向外移民的人口所产生的

人口净损益。而且海外移民

大多是指的，在澳洲居住时

间超过12个月的人，他们既

可以是留学生，也可以是来

澳探亲，或短期技术工人等

等，而海外移民人口的数量

配额将会与每个财年的永久

性移民配额有所差别。对此

有官方数据显示，2018~2019

年澳大利亚的净海外移民人

口数量为239,600人。如果按

照预估，未来一年澳大利亚

的净海外移民人口数量减少

85%，则意味着进海外移民人

口数量只有约3.6万人，将会

成为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海

外移民人口数量的最低水平

。

真的需要情的发生很

多人会担心，如果近海外

移 民 人 口 数 量 真 的 下 降

85%，那对于澳洲的经济

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针对这一

问题，代理移民部长艾伦 · 塔奇曾

进行过公开说明：“不可否认的是

，移民经济对于澳大利亚的总体经

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

说澳大利亚是建立在移民之上的一

个国家，澳大利亚有 2/3 的人口都

是移民来的，而人口增长又会带动

澳 大 利 亚 本 地 的 GDPGDP 和 人 均

GDP 的增长。当然澳大利亚政府在

推动经济政策时，也会考虑到这些

相关因素。”所以，综上所述，我

们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总结，那就是

“移民要赶早”。正是因为目前澳

洲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所以大家

一定要尽早去查阅和咨询相关的一

名政策，规划好自己未来的移民发

展。

澳洲移民疫情后的政策
有没有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老龄办最新数据，未来中国老

龄化将加剧，到2018年，全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7.3%，

平均近4个劳动力抚养1位老人。预计到

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亿，占总人口的34.9%。养老问题从家

事变成了一件国事。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让

老年老有所依人平静度过晚年，是世界各国

都要解决的难题。中国历来有住房养老的传

统思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老年人是如何养

老的？

据美国投资管理公司Natixis Invest-

ment Managers发布的2018年全球退休指数

报告，养老环境最好的国家仍主要分布在欧

洲，成绩较好的是葡萄牙（第七位）、西班

牙（第九位）、意大利（第十一位）、马耳

他（第十三位）。

那么欧洲国家的养老好在哪呢？

希腊：长寿养老栖息地

希腊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

希腊养老金支付总额是GDP11.9%。

希腊是欧盟中发放养老金最慷慨的国家

，希腊人平均领取的养老金甚至高于他们退

休时的工资。对一个有40年工龄、领取平均

工资的职工来说，养老金是退休时工资的

105%。

在医疗方面，希腊居民每年花费几百欧

元购买保险即可覆盖全部医疗项目。医药分

离制度可以在各大药店凭借处方购买药品，

社区周边均有配备医院和药店，为老人们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庞大的医疗团队、高水准的医疗

服务保证了希腊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如果获

得希腊永居权，那便和希腊当地公民一样，

可以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还是长寿之国，希

腊人均寿命是很高的，无不说明希腊是个非

常适合养老，享受天伦之乐的最佳国度。

西班牙：活动丰富，养老保障好

西班牙的退休年龄为65岁（有的职业

允许不到65岁就可办理退休），退休年龄之

后就可以申请养老金。

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国籍不限，只

要有合法居留权，凭本人的身份证明（居留

证、护照）都可以买到老人地铁、公交月票

。很多旅游景点对65岁的老人购买门票都有

照顾。此外几乎每个社区都为老人设立了活

动中心，组织老人开展各种兴趣活动，如绘

画、跳舞、体操等。

西班牙法律规定全民享有医疗服务的权

利，不但包括西班牙公民，也包括取得合法

居留权的外国人。缴纳社会保障金，申领医

疗卡，凭卡在西班牙公立医院免费就医，其

没有工作的配偶、子女均一同享受免费医疗

。

有一个说法，在西班牙居住的老人嫌弃

子女是他们的“累赘”。可见西班牙人的逍

遥自在：年轻人享受青春，老年人安逸养老

。

葡萄牙：生活质量高，心态年轻化

葡萄牙被誉为“温暖的港湾”，葡萄牙

北部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南部属于亚热带

地中海式气候。生活在这里，闲暇之时带着

老伴到海边钓钓鱼，在沙滩上散着步，享受

一下日光浴，活成年轻时的样子。

葡萄牙的养老体系庞大而完善，65岁以

上可以领取养老金、退休金。为了保障老年

人的生活，80岁以上有补充养老金，因病长

期卧床不起或严重的精神疾病都可以申请长

期护理津贴，独居的老人可申请丧偶津贴。

葡萄牙著名的文化之一就是饮食，南欧

沿海绝佳的地理位置由海洋暖流的眷顾，气

候温和，海产丰富，这份天赐的礼物便成了

葡萄牙美食的主料。

除此之外，葡萄牙还有着严格的饮食标

准，不仅食物，就连餐具、厨具、炊具、保

温容器、厨用小家电等等所有与食品会发生

接触的材料都需要通过欧盟食品级测试标准

。

爱尔兰：老人晚年幸福，补助领不停

在爱尔兰退休后，老人就有资格领取各

种各样的养老金。

退休的老人不仅可以领到养老金，66岁

以上老人可以领取境内交通卡，免费乘坐爱

尔兰境内的全部公共交通，包括公交、火车

、轻轨等。70岁以上的爱尔兰居民还可以享

受水电费等生活费减免的政策。79岁以上的

老人还可以免费获得GP医疗卡享受免费医

疗。

对于需要入住养老院的老人，还可以享

受每周1000欧/床位的国家补贴。如果是独

居的老人还可以申请到租金补助和独居津贴

，无比健全的养老福利让爱尔兰成为名副其

实的“养老天堂”。

被称为翡翠岛的爱尔兰拥有全年舒适的

宜人气候，夏季平均气温不超过25℃，冬季

平均气温不低于0℃，全国绿色覆盖率高达

90%，并且盛产纯天然的食品，食物安全有

保障，加上当地热情友好、爱好和平的人文

文化，使得这里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适合养老

的国家之一。

马耳他：医疗体系世界第五

作为“地中海之心”的马耳他，拥有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故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移民马耳他，坐拥欧盟身份的同时，享受更

高的生活品质。

养老生活，除了柴米油盐的日常之外，

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医疗体系。看病贵不贵

、是否方便、是否安全都是晚年生活最重要

的一环。

在世界医疗体系中，美国排名第37，澳

大利亚排名第32，加拿大第30，英国第18，

而马耳他的医疗卫生系统位列全球第5。

如此“袖珍”的马耳他是如何做到医疗

体系超越美加澳等大国的呢？

1. 顶尖的医疗设备与领先的专科医

院技术，如肿瘤医院（保罗博法医院）

、长者护理医院（圣文森特德保罗医院

）等；

2. 公共医疗免费制度，住院费、护工

费甚至伙食费都是全免；

3. 私立医院保险覆盖程度广；

4. 医院不断努力减少等待时间，增加

医疗透明度；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全科医生，预约

医院简便快速，后期照理服务周到。

受不同的文化影响，世界各地的老年人

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别。移民给了

人们一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欧洲国家养老制度
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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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旅館公會以牛仔帽贈陳處長全家作為紀念品美南旅館公會以牛仔帽贈陳處長全家作為紀念品。。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立者立者 ））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餐會的東主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餐會的東主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立者立者））在餐會前致詞在餐會前致詞。。

松年學院的許院長松年學院的許院長（（立者立者））在餐會前致在餐會前致。。餐會的東主餐會的東主，，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右右
二二、、右一右一））與陳家彥處長夫婦與陳家彥處長夫婦（（左二左二、、左一左一））

在餐會上在餐會上。。

松年學院的許院長松年學院的許院長（（立者立者 ））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陳處長陳處長（（左三左三））與恆豐銀行及旅館公會的來賓合影與恆豐銀行及旅館公會的來賓合影。。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左六左六、、中中））暨美南旅館公會代表團暨美南旅館公會代表團（（右右
一～右六一～右六））2323日晚在日晚在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為榮陞聖露西亞大使的為榮陞聖露西亞大使的陳家陳家
彥處長夫婦彥處長夫婦、、全家全家（（（（左五左五、、左四左四、、左三左三、、左二左二））餞行餞行，，圖為處長一圖為處長一

家戴上美南旅館公會贈送的牛仔帽及禮物後合影家戴上美南旅館公會贈送的牛仔帽及禮物後合影。。

在疫情艱難時期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日前特地聯合了數家中國城在疫情艱難時期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日前特地聯合了數家中國城
知名餐廳在知名餐廳在Butler StadiumButler Stadium舉辦愛心午餐便當分發活動致敬於休斯頓衛生舉辦愛心午餐便當分發活動致敬於休斯頓衛生
局的前線人員們局的前線人員們。。感謝們勞苦功高對於社區的貢獻感謝們勞苦功高對於社區的貢獻。。以及餐廳東主們的慷以及餐廳東主們的慷
慨解囊慨解囊，，活動意義重大活動意義重大。。

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休斯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ButlerButler
StadiumStadium愛心午餐分發活動集錦回顧愛心午餐分發活動集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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