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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7月16日 星期四
Thursday, July 16, 2020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
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榮獲榮獲「「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專精項目專精項目::
刑事刑事﹕﹕保釋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商業﹕﹕國際貿易國際貿易﹑﹑跨國追索跨國追索﹑﹑生意買賣生意買賣﹑﹑商業訴訟商業訴訟﹑﹑地產地產
買賣買賣
家庭家庭﹕﹕離婚離婚﹑﹑監護監護﹑﹑子女撫養費子女撫養費
意外意外﹕﹕車禍車禍﹑﹑意外傷害意外傷害﹑﹑醫生誤診醫生誤診（（不成功不成功 不收費不收費））
電話電話﹕﹕281281--889889--18861886（（中文中文））
地址地址﹕﹕1035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315﹐﹐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977079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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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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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9 3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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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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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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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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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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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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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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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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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6月26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由美南特約主持人付繼群和Tina為大家帶來的科
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科技與生活》

由美南大家帶來的科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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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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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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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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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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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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14日稱，在疫情面
前，中國仍然信守承諾，履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
上半年，中美貿易總值1.6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6.6%，降幅比前5個月收
窄 3.2%，且自美進口降幅低於整體進口降幅
1.8%。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

1.25萬億元，同比下降8.1%，降幅比1月份至5月
份收窄3.3個百分點；自美進口3,956.2億元，下
降1.5%，比1月份至5月份收窄3個百分點；貿易
順差8,517.4億元，減少10.8%。

劉璐表示，超預期的進口數據是本次外貿
數據中的亮點，主要表現為重點商品的數量和
價格因素紛紛回升，尤其是大宗商品以及農產
品。
6 月份，中國大豆的進口數量同比上漲

71.43%，進口金額同比上漲71.83%，說明農產
品進口受到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及中國和東盟
自貿區升級的《議定書》約定的影響，對中國進
口整體起到支撐作用。
李魁文表示，在當前形勢下，中美雙邊經貿

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維護中美兩國經濟穩定、
對推動全球經濟盡快擺脫疫情影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中美雙方應創造條件和氛圍，排除干
擾，共同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經歷了一季度震盪，二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同
比降幅收窄至 0.2%，環比一季度增長

16.7%。受二季度外貿向好帶動，今年上半年中
國外貿總值達14.24萬億元人民幣。雖然上半年外
貿總值同比仍下降3.2%，但相較1月份至5月份
同比降幅收窄了1.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下降
3%，進口下降3.3%。

二季度8個雙邊貿易增長
分國別看，上半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同比增

長5.6%，中歐貿易額同比下降1.8%；中美貿易額
下降6.6%。上半年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貿易
額增長和下降的各佔半數，而單看第二季度，有8
個雙邊貿易都在增長。

手機出口較上月增近22%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璐指出， 6月

份出口“由負轉正”主要受到防疫物資的帶動。
紡織品、醫療器械以及塑料製品均與口罩、呼吸
機等防疫物資相關，其6月份同比變動分別為
56.72%、99.96%以及84.05%，合計拉動出口增
長4.9個百分點。

此外，疫情造成的“宅經濟”消費也對出口
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手機出口從數量和價格因
素的角度均較為樂觀，手機出口數量較上月增長
21.87%，出口金額較上月增長7.87%。從外需的

角度看，中國的出口的回暖與出口訂單集中完成
交付相關，疫情進入平台期的海外經濟體復工復
產不斷推進，需求逐漸恢復。

疫情反覆 下半年進出口仍承壓
當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嚴重衰

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下
降4.9%。WTO也預計全球貨物貿易將下降13%
至32%，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下降20%。

李魁文稱，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疊加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

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但隨着一系列
穩外貿政策措施效應的持續釋放，有信心穩住外
貿基本盤。
劉璐指出，在海外疫情反覆的背景下，中國

外貿韌性逐漸凸顯，醫療物資對出口的帶動依然
明顯；中美經貿協議進一步推進，進口漲幅較明
顯。上海航運交易所的數據顯示，中國發往美國
的海上貨櫃現貨運費刷新了2009年開始調查以來
的最高值，說明從國際航運角度看，外需有所回
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外需的完全修復還需一段
時間，且受到疫情反覆的影響，未來中國出口依
然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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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中國海關總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數據

顯示，6 月份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

4.3%，自4月份以來連續三個月增長；

進口增長6.2%，年內首次雙雙實現正增

長。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在

14日的發布會上稱，上半年中國外貿進

出口整體表現“好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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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年內首現雙增長。圖為日前工人在張家界一間廠房內檢查生產的玩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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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

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14日稱，在疫情面
前，中國仍然信守承諾，履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

上半年，中美貿易總值1.6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6.6%，降幅比前5個月收
窄 3.2%，且自美進口降幅低於整體進口降幅
1.8%。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

1.25萬億元，同比下降8.1%，降幅比1月份至5月
份收窄3.3個百分點；自美進口3,956.2億元，下
降1.5%，比1月份至5月份收窄3個百分點；貿易
順差8,517.4億元，減少10.8%。

劉璐表示，超預期的進口數據是本次外貿
數據中的亮點，主要表現為重點商品的數量和
價格因素紛紛回升，尤其是大宗商品以及農產
品。

6 月份，中國大豆的進口數量同比上漲

71.43%，進口金額同比上漲71.83%，說明農產
品進口受到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及中國和東盟
自貿區升級的《議定書》約定的影響，對中國進
口整體起到支撐作用。

李魁文表示，在當前形勢下，中美雙邊經貿
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維護中美兩國經濟穩定、
對推動全球經濟盡快擺脫疫情影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中美雙方應創造條件和氛圍，排除干
擾，共同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經歷了一季度震盪，二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同
比降幅收窄至 0.2%，環比一季度增長

16.7%。受二季度外貿向好帶動，今年上半年中
國外貿總值達14.24萬億元人民幣。雖然上半年外
貿總值同比仍下降3.2%，但相較1月份至5月份
同比降幅收窄了1.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下降
3%，進口下降3.3%。

二季度8個雙邊貿易增長
分國別看，上半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同比增

長5.6%，中歐貿易額同比下降1.8%；中美貿易額
下降6.6%。上半年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貿易
額增長和下降的各佔半數，而單看第二季度，有8
個雙邊貿易都在增長。

手機出口較上月增近22%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璐指出， 6月

份出口“由負轉正”主要受到防疫物資的帶動。
紡織品、醫療器械以及塑料製品均與口罩、呼吸
機等防疫物資相關，其6月份同比變動分別為
56.72%、99.96%以及84.05%，合計拉動出口增
長4.9個百分點。

此外，疫情造成的“宅經濟”消費也對出口
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手機出口從數量和價格因
素的角度均較為樂觀，手機出口數量較上月增長
21.87%，出口金額較上月增長7.87%。從外需的

角度看，中國的出口的回暖與出口訂單集中完成
交付相關，疫情進入平台期的海外經濟體復工復
產不斷推進，需求逐漸恢復。

疫情反覆 下半年進出口仍承壓
當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嚴重衰

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下
降4.9%。WTO也預計全球貨物貿易將下降13%
至32%，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下降20%。

李魁文稱，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疊加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

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但隨着一系列
穩外貿政策措施效應的持續釋放，有信心穩住外
貿基本盤。

劉璐指出，在海外疫情反覆的背景下，中國
外貿韌性逐漸凸顯，醫療物資對出口的帶動依然
明顯；中美經貿協議進一步推進，進口漲幅較明
顯。上海航運交易所的數據顯示，中國發往美國
的海上貨櫃現貨運費刷新了2009年開始調查以來
的最高值，說明從國際航運角度看，外需有所回
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外需的完全修復還需一段
時間，且受到疫情反覆的影響，未來中國出口依
然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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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中國海關總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數據

顯示，6 月份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

4.3%，自4月份以來連續三個月增長；

進口增長6.2%，年內首次雙雙實現正增

長。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在

14日的發布會上稱，上半年中國外貿進

出口整體表現“好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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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年內首現雙增長。圖為日前工人在張家界一間廠房內檢查生產的玩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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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

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中美關係進一步緊張，，加加
上香港疫情繼續擴散上香港疫情繼續擴散，，港股港股
1414日收跌日收跌294294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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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玩
弄南海議題，中國也因美國對台售武而宣布
制裁軍火商洛歇馬丁，另一方面，美國又擬
撤銷與中國的交換審計文件協議，試圖打擊
在美上市中資股。中美關係進一步繃緊之
際，香港疫情繼續擴散，港股14日隨A股回
吐，收跌294點。近期鑊氣十足的新經濟股，
回吐幅度也較大。

中美關係繃緊 港股回吐
內憂外患下，港股14日顯著下調，最多

曾跌逾517點，低見25,254點。午後A股跌幅
大為收窄，恒指全日跌幅也減至294點，收報
25,477 點，但仍失守 10 天線（約 25,655
點），大市成交略增至1,794億元（港元，
下同）。藍籌股普遍下跌，新經濟股回調更
顯著，阿里巴巴及京東收市跌逾半成，美團
最多曾跌近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4.3%，但
仍失卻200元大關，僅報197.1元。騰訊跌近
3%收報525元，獨力拖低恒指約89點。

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表示，大
市回調是技術性整固，雖然市場目前壞消息
頗多，尤其是中美摩擦的情況“日新月
異”，但市場資金仍充裕，資金在尋找投資
出路下，即使大市偶有回調，只要技術支持
未跌破，也只是為投資者提供“低撈”的機
會。他認為，新經濟股可以趁低吸納，相信
騰訊、美團在20天線左右會有一定支持。

澳門開閘 濠賭股彈起
縱觀大市，表現最亮麗的當屬濠賭股，

受惠澳門14日起，內地所有城市居民訪澳，
不需再被隔離14天，該板塊全線應聲急彈，
銀娛大升 6.1%報 53.95 元，是升幅最大藍
籌。金沙亦漲逾半成，澳博更急彈11.4%。

百濟神州日前公布折讓配股集資160億
元，14日股價再破頂，全日大漲12.7%收137
元，創收市新高。另外，長和歐洲無線塔業
務的少數股權，傳獲西班牙Cellnex Telecom
SA初步洽購，若交易達成，這部分資產的估
值可能達100億歐元，長和升1.9%，報51.7
元。

特朗普擬毀中美審計協議
闢金融戰打擊中概股 逼令停牌退市

路透14日引述一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表
示，美國即將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議。另

一位美國政府官員亦承認，美方正在考慮終止有
關協議，又指政府內部曾作出討論，但目前不清
楚美國政府何時終止協議，不過報道提到如果任
何一方要終止協議需要提前30日通知對方。

外電指華府內部曾作討論
中美在2013年簽署交換審計協議，有關協議

容許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可
向中國相關部門索取在美上市中資公司的會計底
稿，不過協議落地多年以來，PCAOB一直聲稱
中方沒有披露足夠資訊，令美國監管機構無法洞
悉在美上市中資企業的審計情況，變相難以監督
這些中國企業。而中國今年3月進一步收緊規
定，除非獲得中證監批准，否則禁止任何個體與
海外監管機構共享與證券相關文件。
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Keith Krach早前聲

稱，在協議下中國缺乏透明度，令在美上市的中
國企業變成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因此美國希望盡
快退出協議，又指美國無法繼續置美股於風險之
中，令美國企業處於不利地位，同時亦不希望美
國的金融市場優勢受到侵蝕。

禁止股份在美證交所買賣
如果美國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議，美國監管

機構將不承認中概股的財務報表，並禁止相關公
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買賣，中概股則只能停牌或
由美國退市。
隨着中美關係惡化，加上有“中國星巴克”

之稱的瑞幸咖啡早前財務造假而引起導火線，美
國參議院5月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內容
指倘若外國企業無法證明其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
控制，又或PCAOB連續3年無法對該公司進行
審計查核，可遭禁止交易，目前法案仍有待美國
總統特朗普簽署。

除了股市外，美國早前亦傳出將推出多項措
施制裁中國，甚至一度傳出考慮削弱港元聯匯制
度，以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帶來的
好處，不過彭博引述消息指有關建議並未得到華
府內部太多支持，料美國最終將放棄實施有關建
議。

大摩唱好港交所看430元
雖然美國有意再出手打壓中概股，不過市

場預期中概股回流在港上市速度料將加快下，
不少分析都看好港交所。摩根士丹利發表報
告，將港交所目標價上調至430港元，同時維
持該股的增持評級。大摩認為，受惠於中國經
濟的復甦，料將吸引全球更多資金湧入，加上
各種互聯互通機制及即將推出的跨境理財通，
料將有更多內地資金流入香港，對港交所的收
益及估值有利。雖獲大摩祝福，但港交所14日
隨大市回吐，收報355.8港元，跌1.5%。

美國玩弄南海議題，中美緊張關係升級，金融戰一觸

即發。外媒14日報道稱，特朗普政府計劃終止已實施7年

的中美交換審計協議，市場認為有關做法或預示美國將對

在當地上市的中資股進行更廣泛打壓，目的是逼令中概股

停牌及退市，或導致更多中概股回流到港上市。摩根士丹

利則發表報告唱好港交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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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指特朗普計劃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議消息指特朗普計劃終止中美交換審計協議，，並禁止在美上市中資企業在美國證並禁止在美上市中資企業在美國證
券交易所買賣券交易所買賣。。 路透社路透社

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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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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川普廢除留學生上網課需離境命令川普廢除留學生上網課需離境命令川普廢除留學生上網課需離境命令川普廢除留學生上網課需離境命令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移
民與非移民的處境艱難﹐如今難得傳出
一項好消息﹐也就是川普政府14日宣布
﹐將廢除近來所頒布「限制留學生上網課
就需離境」的命令﹐為國際生注入了一劑
強心針﹒
川普政府在週二取消了這項政策﹐該政
策原本旨在限制國際學生在冠狀病毒大
流行期間﹐只能上實體課﹐否則就必須離
境﹒就在川普政府頒布這項政策沒多久
﹐就引發了一系列的訴訟與連署﹐首先是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提起的
訴訟﹐隨後加州公立大學也加緊腳步跟
上﹐再來是由17個州組成的聯盟等﹒
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的訴訟中要求﹐波
士頓聯邦法院要下達臨時禁制令﹐並永
久性禁止與此相關的新政策﹒他們的訴
訟中指出﹐ICE的政策似乎旨在「迫使大
學重新開設面對面上課」﹐從而增加了暴
露于冠狀病毒的風險﹐同時也破壞了外
國學生的生活﹒
如今聽證會結果出爐﹕波士頓聯邦地方
法院法官艾莉森·伯勞斯法官（Allison
Burroughs）週二在法庭開庭之初﹐就宣

布了要撤銷
這項政策﹐政
府同意於 7
月 6 日撤回
禁令﹐回歸臨
時豁免﹒
一波叁折的
簽證法令﹐使
得許多國際
生都心力交
瘁﹐如今這項
好消息一出﹐
讓許多國際
學生能暫時鬆一口氣﹒據統計﹐在美國
高等學府受教育的留學生逾100萬名﹐
一共為美國經濟貢獻近410億元﹐若是
外國人才流失﹐對美國高教﹑經濟無疑是
種巨大衝擊﹒
教授現身說法教授現身說法﹐﹐川普移民禁令對高教招川普移民禁令對高教招
募打擊大募打擊大
疫情之下中美關係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川普在疫情期間出擡了一系列限制工作
簽證的命令﹐前陣子中國留學生也經常
被視為標靶﹒對此﹐休斯頓大學語言文

學助理教授黎韻孜表示﹐自己身為移民
同樣十分緊張﹐川普取消了境外H1B﹑J1
簽證的申請﹐對許多境外教學人員﹑訪問
學者﹐都造成很大影響﹐短期計畫都遭到
打亂﹒根據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針對
1500個本科生的研究﹐有4成的學生失
去了就業和實習機會﹒
她認為﹐這些禁令對華人學生﹑研究生打
擊非常大﹐對於招募﹑招生都出現許多影
響﹐比如說﹐許多即將入學的人都出現簽
證批不下來的狀況﹐但中國留學生所繳

交的學費﹐往往佔了高教收入來源的一
大部分﹒另外﹐對於有些目前回國的在
學學生﹐若因疫情無法回美國﹑但又有簽
證上的問題急需處理時﹐身心可謂是飽
受煎熬﹒
遠端教育成效有限遠端教育成效有限﹐﹐休大成立專案小組休大成立專案小組
研擬對策研擬對策
面對疫情無法回到學校上課的狀況﹐黎
韻孜分享﹐許多教授必須在最短的時間
內學會線上授課﹑採取新穎的教學模式
﹒此外﹐她也認為有些課程﹐若不透過面
對面的互動﹐僅靠網上授課很難達成理
想的成效﹐學生也會有所反應﹐需要花比
過往更多的精力去相互磨合﹒
面對秋季學期即將開始﹐她表示學校目
前正在成立專案小組﹐研討是否復課方
案﹐目前有叁個模式﹕第一﹐教師在教室
進行現場直播﹐學生可以選擇要線上聽
課﹑或是前往現場﹒第二﹐繼續同步遠程
線上授課模式﹒第叁﹐將課程全面改成
非同步﹑預錄的形式﹒目前尚未有定論﹐
但不論是師生都對未來的走向非常關切
﹒

哈裏斯郡哈裏斯郡哈裏斯郡哈裏斯郡3000300030003000萬紓困開跑萬紓困開跑萬紓困開跑萬紓困開跑﹐﹐﹐﹐專為小企業專為小企業專為小企業專為小企業﹐﹐﹐﹐最高可得最高可得最高可得最高可得2222萬萬萬萬5000500050005000元元元元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
著疫情從六月中開始急轉直上
﹐許多小企業都叫苦連天﹐哈裏
斯郡於6月底批准了一筆3000
萬的紓困案﹐讓小企業申請渡
過難關﹒
郡長伊達戈爾於本週一召開記
者會指出﹐過去已經批准過一
筆1000萬美元的企業紓困﹐如

今這筆新的紓困金更高達3000萬元﹐她
更強調﹐這筆錢將會頒發給「小之又小」
的企業﹒舉凡企業規模小於30人的生
意﹐就可以申請﹐最高可獲2萬5000元
補助﹐用以支付員工薪水﹑房租等經營開
銷﹐郡長伊達戈爾表示﹐希望可以使得
1500家小企業受益﹒
根據規定﹐申請企業必須證明2019年全
年都有營運﹐才能符合資格﹐而這筆紓困

金與貸款不同﹐也就是說不需要還款﹒
此次紓困申請已於本日開跑﹐一直到7
月24日以前都能申請﹐不採先搶先得制
﹐會以符合標準﹑並且未領取過聯邦新冠
紓困的小企業優先﹐如今可以到﹕Ready-
Harris.org 的 官 網 ﹑ 或 撥 打 ﹕
713-845-2476查詢相關細節﹒
伊達戈爾也指出﹐目前議會正在著手商
討租客的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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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20202020年年77月月88日日，，休斯敦的電影人休斯敦的電影人、、旗袍仙子田原和休斯敦旗袍仙子田原和休斯敦
““真優美真優美””身著白衣身著白衣，，打卡休斯敦達拉斯之間埃利斯縣打卡休斯敦達拉斯之間埃利斯縣(Ellis(Ellis
County)County)的向日葵田野莊園的向日葵田野莊園。。得克薩斯州埃利斯縣最大的城市得克薩斯州埃利斯縣最大的城市
是是WaxahachieWaxahachie市市，，第二大城市是第二大城市是MidlothianMidlothian市市，，EnnisEnnis市是第市是第
三大城市三大城市。。 EnnisEnnis 城市每年舉辦了國家波爾卡節城市每年舉辦了國家波爾卡節(National(National
Polka Festival)Polka Festival)和得克薩斯州賽車場和得克薩斯州賽車場(Texas Motorplex)(Texas Motorplex)。。春夏之春夏之
交交，，埃利斯縣的鄉間小道和高速公路邊都種滿了密密麻麻的埃利斯縣的鄉間小道和高速公路邊都種滿了密密麻麻的
向日葵向日葵，，成為廣闊得州大地的一道亮麗的風景成為廣闊得州大地的一道亮麗的風景，，也給得州農也給得州農
場主不菲的收入場主不菲的收入。。

20202020年年77月月99日日，，Delta Financial ServicesDelta Financial Services副總裁萬果作為金融理財專副總裁萬果作為金融理財專
家應邀在美南電視台接受蕭永群視訊連線家應邀在美南電視台接受蕭永群視訊連線，，講述股市不穩講述股市不穩、、長期低長期低
率率，，我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養老金養老金，，該如何佈局該如何佈局？？為民眾保健身體為民眾保健身體、、守好財守好財
富以及美國民眾如何購買年金富以及美國民眾如何購買年金，，美保險相比國內美保險相比國內、、香港保險具有哪香港保險具有哪
些優勢些優勢//競爭力給出詳細解答競爭力給出詳細解答。。

休斯敦中國城疫情告急休斯敦中國城疫情告急！！ 20202020年年77月月1010日日，，FF區市議員蒂芬區市議員蒂芬
妮在特納市長的支持下宣布將於妮在特納市長的支持下宣布將於77月月1313日至日至3131日在日在AliefAlief學學
區體育館設立新冠病毒測試點區體育館設立新冠病毒測試點，，讓讓FF區區JJ區區7703677036、、7708277082休休
斯敦確診人數最多斯敦確診人數最多，，死亡率最高的三個死亡率最高的三個zipzip號的居民可以就號的居民可以就
近檢測近檢測，，並在並在 77 月月 1818 日舉行兩人聯合生日為主題的社區日日舉行兩人聯合生日為主題的社區日
Community DayCommunity Day，，在在 CollinsCollins 小學提供免費測試小學提供免費測試，，在在 GoodGood
News Full Gospel Fellowship ChurchNews Full Gospel Fellowship Church為受災民眾發放口罩和食為受災民眾發放口罩和食
物物。。

20202020年年77月月1414日日，，美國大選黨內初選美國大選黨內初選Run OffRun Off的選舉日的選舉日，，支支
持華裔福遍郡稅務官候選人張晶晶的義工負責人金月女士持華裔福遍郡稅務官候選人張晶晶的義工負責人金月女士
與支持與支持2222區國會議員候選人區國會議員候選人Troy NehlsTroy Nehls的小朋友一起在投的小朋友一起在投
票點展示競選牌票點展示競選牌，，積極參與美國政治積極參與美國政治。。

20202020年年77月月1010日日，，大休斯敦地區美中合作委員會董事陳大休斯敦地區美中合作委員會董事陳
燁燁、、總裁范波以總裁范波以US China PartnershipUS China Partnership的名義的名義，，捐贈了捐贈了50005000
只只N-N-9595口罩給哈里斯郡精神健康中心和智力發展殘疾服口罩給哈里斯郡精神健康中心和智力發展殘疾服
務署務署( The Harris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and IDD)( The Harris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and IDD)。。休斯休斯
敦美中合作委員會成立於敦美中合作委員會成立於20142014年年22月月，，該委員會由得克薩該委員會由得克薩
斯州對華友好人士發起成立斯州對華友好人士發起成立，，致力於促進中美友好交流致力於促進中美友好交流
與合作與合作。。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擔任名譽主席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擔任名譽主席，，得州聯邦眾得州聯邦眾
議員特德議員特德••波波、、休斯敦市長帕克休斯敦市長帕克、、著名籃球運動員姚明著名籃球運動員姚明
等擔任榮譽董事等擔任榮譽董事。。亞洲協會得克薩斯中心主席查爾斯亞洲協會得克薩斯中心主席查爾斯••
福斯特福斯特(Charles Foster)(Charles Foster)擔任會長擔任會長。。

得克薩斯地大物博得克薩斯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物產豐富、、人口稀少人口稀少、、景色優美景色優美，，非常非常
有特色有特色。。 20202020年年77月月1010日日，，在美國最大油服公司之一擔任會在美國最大油服公司之一擔任會
計審計工作計審計工作、、並擔任得州安徽同鄉會首任會長並擔任得州安徽同鄉會首任會長、、董事的張聞董事的張聞
女士利用周末來到女士利用周末來到BrazoriaBrazoria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享受夏日陽光享受夏日陽光
，，領略無比壯觀的領略無比壯觀的Teal PondTeal Pond水天一線的鱷魚湖邊夕落魅力水天一線的鱷魚湖邊夕落魅力。。

5959西南福遍郡里斯滿市經過西南福遍郡里斯滿市經過WhartonWharton小鎮的路上風情萬種小鎮的路上風情萬種，，鄉土鄉土
氣息滾滾而來氣息滾滾而來。。 Tee Pee MotelTee Pee Motel印第安人帳篷造型的汽車旅館建於印第安人帳篷造型的汽車旅館建於
19401940年代年代，，在在20002000年代中期受哈維颶風後進行了改建年代中期受哈維颶風後進行了改建。。不少初來不少初來
乍到開車路過的人都會在這裡停下來拍照乍到開車路過的人都會在這裡停下來拍照，，留下一段有趣而獨特留下一段有趣而獨特
的歷史回憶的歷史回憶。。圖為圖為20202020年年77月月1212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
此留影此留影。。

美國疫情一波未止美國疫情一波未止，，一波又起一波又起。。各大學校剛剛結束了網課各大學校剛剛結束了網課，，又迎又迎
來了虛擬夏令營來了虛擬夏令營。。 20202020年年77月月1515日日，，聞名中外的休斯敦著名舞蹈聞名中外的休斯敦著名舞蹈
學校學校J & H Dance SchoolJ & H Dance School利用視訊開設了豐富多彩的視訊夏令營利用視訊開設了豐富多彩的視訊夏令營，，
幫助居家的中小學生和孩子們啟發心靈幫助居家的中小學生和孩子們啟發心靈，，建立自信建立自信，，學習才藝學習才藝，，
豐富生活豐富生活，，給同學們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美好記憶給同學們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美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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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有些事情从来都不需要你刻意想

起，也不需要挂在嘴边，因为这些事

情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你越是想要忘掉一个人，忘掉一

段感情，走出一段失败的感情阴影，

就越容易陷入“自我折磨”的圈子中

。

“我们分手1年了，可我还是不能

接受这个现实”

陷入爱情的人啊，就像陷入一片

泥淖之中，越是挣扎，陷得越深，直

到最后将自己沉默进去，再也没办法

走出来。

有个女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女

读者说：何老师，我跟前男友已经分

开1年了，可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始终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我。

我问她：你每天都在想他？

她：是，每天都在想他，从分开

的那天起就一直在想。

我：你们还有联系吗？

她：没有，分开的时候他就删掉了

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只不过我每天都偷

偷地看他的社交平台，每天都看。

我：他开始新的感情了吗？

她：他前段时间在网上晒出了跟

一个女生的合照，我感觉是他的新女

朋友。

我：他开始新的感情了，你为什

么还跟自己较劲？

她：我们恋爱2年多，我放不下，

我很爱他。

我：你有多爱他？

她：很爱。

我：既然你很爱她，分开1年了，

你却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她：我担心联系他，会被他反感。

我：那你还是不够爱他，你爱的

只是他带给你的那些回忆，就算换成

另外一个人，你同样也放不下这段回

忆。

她：可我还是很难过。

我：你的坚持，你每天翻看他的

社交平台，仅仅是你的自我感动，是

你养成了这种行为，从而带给了你更

深的执念。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去看他的

社交平台，删掉与他有关的一切，然

后放下手机，你再看你还会想念他吗

？

你之所以放不下一个人，往往是

因为你内心的

执念太重。

人对于自

己一直渴望，

但是没有得到

的东西，总是

有一种强烈的

执念。

举个例子

：

你听说北

京烤鸭好吃，

你坐了几个小

时的高铁，就

为了去那家很

有名的店吃烤

鸭；可当你到

了那家店，却

被告知烤鸭卖

光了，明天再

来吧。

可是你的

时间，只有一

天，第二天早

晨你就要坐第

一班高铁回家

。

这个时候

你特别气愤，特别生气，本来美好的

心情，瞬间变成了阴郁的天气。

你选择了退票，宁可再多待一天

，也要吃烤鸭；但当你第二天吃上烤

鸭的时候，却发现味道也不过如此啊

。

在感情中就是这种状态。

你以为你忘不掉，放不下，每天

都在想起这个人，是因为你很爱他；

殊不知，你爱的只是你心中的执念，

爱的只是默默付出的自己。

当你停止付出，停止翻看你们俩

的回忆痕迹，你会发现，这段感情带

给你的伤痛，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了

。

“看到她在朋友圈发结婚证的时

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

在哪一个瞬间，你才真正清醒，

并且意识到你们俩彻底结束了，彻底

没有未来了？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

朋友30岁依旧单身，事业顺风顺

水，自己开了间摄影工作室，将自己

的爱好发展成了事业；他有钱，有能

力，有车有房，有才华，按理说身边

不乏追求者。

可每一个追求他的女生，他都看

不上，因为他习惯性地将这些女生，

拿来跟前女友做比较。

在他心里，前女友就是最好的，

前女友才是最优秀的女生。

“如果将来在一起的人不是你，

那我宁可不要”。最初的他，还是这

样的想法。

跟前任分开3年多，他一直都是自

己一个人生活，忙于工作，但他想的

却是，有朝一日希望还能跟前任复合

。

可这样的想法，直到前段时间前

任忽然更新了朋友圈动态，发了一组

结婚证，结婚照的照片。

那一刻，朋友才意识到，他跟前

女友之间彻底结束了，不可能再有未

来了。

如果说，刚刚跟前任分手的时候

，你还心存幻想，心存希望，你笃定

：你们之间肯定还有复合的机会，只

要你想。

于是你摆足了架子，打算过段时

间再去找前任，让前任感受一下没有

你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可过了一段时间你却发现，前任

开始了新的感情，他跟你分开毫无难

过之意，可你看到他开始了新的感情

，却崩溃了，你实在是没办法接受这

样的现实。

当你得知前任已经结婚的消息，

才是你们之间感情彻底结束的时间。

以前你还心存幻想，可看到前任

终于结婚了，你的幻想破灭了，你们

之间真的彻底结束了。

她不再对你的事情感兴趣，她听

到你的名字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她

可以坦然地删掉、丢掉一切与你有关

的东西；可是你呢？你不行，你依旧

很狼狈，还是很念旧。

早晚有一天，你的生活中会出现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

你之所以忘不掉前任，除了执念

太深，还有现任不够好，还有时间不

够长。

当你们分手的时间足够长，并且

这个时候还有别的异性闯入你的生活

，有朋友陪伴着你，你也开始了新的

感情，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再

想起前任，似乎没那么多执念了。

也没有当初非他不可的心情了，

而是你能做到平淡的面对你们俩已经

消逝的感情。

逝去的爱不可追忆，正在陪伴着

你的爱要好好珍惜。

总有一天，你的生活中会出现另

外一个人，她不在乎你的过去，不在

乎你的缺点，她只想要跟你好好相处

，发现你的优点，跟你寻找相同的兴

趣爱好。

也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对那段

难过的、失败的感情，忽然就没那么

在意了，一句话说就是：算了。

何为算了？

不再想了。

我终于意识到，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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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中央社）監察院調查報告指法官退養金可
達現職月俸98%，建請衡平考量。法務部長蔡清
祥今晚說，將待收到監院正式調查報告後，再會
同相關機關研處。

司法院祕書長林輝煌表示，目前還沒收到監
察院的調查報告，待收到調查報告後，再予回應
。

針對 「司法院創立法官退養制度，就辦理自
願退休法官，支給相當在職法官之俸給，是否悖

離或逾越職業法官保障制度之真意」 等狀況，監
察院今天通過監委仉桂美、劉德勳、包宗和所提
調查報告，函請司法院、法務部、銓敘部參處。

監察院指出，現行法官退養金制度以加給自
願退休法官最高140%月退休金的退養金，使退
休所得最高達同俸級現職法官每月俸給的98%，
相較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僅45%至62.5%，
建請斟酌國家財政負擔，做整體合理衡平的考量
。

監院建請考量法官退養金 法務部司法院將研處

（中央社）新任高雄市、台南市
警察局長劉柏良和詹永茂將於17日到
任。以刑事見長的劉柏良今晚說，就
任後首要面對高雄市長補選任務，務
求平順完成；詹永茂也將掃槍肅毒列
為重點治安工作。

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究責治安問
題，警政署火速撤換高雄市警察局長
李永癸和台南市警察局長周幼偉；警
政署昨晚公布人事令，由警政署副署
長劉柏良調任高雄市警察局長、警政
署警政委員詹永茂陞任台南市警察局
長。

面對新職挑戰，劉柏良今晚告訴
中央社記者，高雄市警政過往基礎都
很好，且專業訓練也足夠，自己就任
後將無縫接軌，因適逢高雄市長補選
，將列為首要工作，針對每日情資進

行檢討，以確保市長選舉平安、順利
完成。

同時，針對中央政府現階段所推
動治安重點工作，也會全力以赴，確
實掌握高雄在地治安情狀況，努力讓
民眾安居樂業。

劉柏良指出，面對5G時代來臨
，將著眼科技建警，善用大數據分析
，協助交通問題、犯罪偵查與預防，
適切回應相關措施，作為未來解決相
關治安問題的手段。

詹永茂也表示，他昨天早上已和
台南市長黃偉哲會面相談，由於台南
市近來發生槍擊案，就任後將列為重
點治安工作之一；另包括黃偉哲所提
到的肅毒及賭博問題，這都和幫派犯
罪有密切關係，同樣是查緝要項。

至於交通方面，詹永茂說，因台

南城鄉差距大、交
通事故頻傳，黃偉
哲也相當重視，特
別是民眾行的安全
部分，針對重大交
通違規，包括未依
號誌左轉、闖紅燈
和超速等，將加強
宣導和嚴格取締，
但輕微交通違規者
則以勸導方式為主
。

由於台南市警
察局昨天剛發布共
17名警官人事調動
、原定今天到職，卻因警政署發布台
南市警局長人事案而暫緩。

詹永茂對此表示，此因公務人員

任用法規有所規定，在時間上相當巧
合，自己已看過這17名異動名單，初
步了解是因為有人涉酒駕案調離主管
職，另加上有兩名偵查隊長不適合，

經考量所連帶調整的人事異動案。
他說，待他到任後若沒問題，會

予以尊重再擇期發布，除非有不恰當
之處則另議。

新任警局長劉柏良詹永茂 防暴維安列重點

（中央社）法務部矯正署修正 「受刑人假
釋實施辦法」 ，今天發布生效，矯正署指出，
增訂審查委員迴避條款，受刑人可陳述意見，
若假釋遭駁回打行政訴訟，改由地院受理裁判
費僅1000元。

矯正署副署長、發言人周輝煌指出， 「受
刑人假釋實施辦法」 新法，對於累進處遇要件
放寬、針對假釋審查委員會委員增訂迴避條款

，給受刑人陳述意見權益，且受刑人若假釋遭
駁回，可以聲請調閱抄錄相關駁回理由及資料
。

周輝煌強調，以前受刑人假釋遭駁回，可
向行政院提起訴願救濟，訴願遭駁回，可再向
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裁判費為新台幣
4000元；但新法改為復審制度，受刑人假釋遭
駁回，可向法務部提起復審救濟，若仍遭駁回

，是向各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裁判費為
1000元，這將使訴訟程序更迅速便捷之外，
也考量受刑人在監較沒錢，給予裁判費一半優
惠（一般民眾裁判費2000元）。

法務部發布新聞稿指出， 「羈押法」 及
「監獄行刑法」 歷經行政院召開25次修法審查

會議，分別於民國108年12月10日及17日三
讀通過，並於今年1月15日修正公布。

法務部因應母法修正，立即啟動修訂主責
32案相關授權子法（其中31個子法由矯正署主
政，1個子法由法務部檢察司主政），邀集民間
團體及相關學者專家共召開57場審查會議。

這次32案授權子法中， 「羈押法施行細則
」 及 「受刑人教育實施辦法」 2案因分別涉及司
法院及教育部業管，需另案會辦後再行發布，
因此，今天發布生效的授權子法共計30案，包
括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 、 「受刑人假釋實
施辦法」 、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
辦法」 、 「執行死刑規則」 等。

法務部指出，這次修法及相關授權子法的
修訂，期許藉由完善法規讓矯正體系更透明與
現代化，強化收容人的權益及提升收容人復歸
社會的效能，具體貫徹人權立國宗旨，並實踐
民眾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受刑人假釋新制增迴避條款 興訟地院受理

民眾郵局排隊領三倍券民眾郵局排隊領三倍券
振興三倍券紙本券振興三倍券紙本券1515日開始在郵局領取日開始在郵局領取，，工作人員發放號碼給清晨工作人員發放號碼給清晨55時就到台北北門郵時就到台北北門郵

局排隊的吳先生局排隊的吳先生（（前右前右））等人等人。。

綜合報導 電動汽車制造商特斯拉公

布了大幅超越預期的第二季度產量和交

付量數據後，公司股價迎來數日暴漲。

截至7月7日，公司股價報收於1371.58

美元/股，上漲13.48%，再創歷史新高。

值得壹提的是，7月7日，高達302億美

元的單日市值增加額，甚至超過了傳統汽車

巨頭福特汽車246億美元的公司總市值。而

特斯拉高達2543.94億美元的總市值也已相

當於福特汽車200多億美元的10倍之多。

事實上，特斯拉的公司市值問題從來

就是多空陣營爭論最激烈的焦點標的。作

為整車行業毫無爭議的壹條“鯰魚”，近

年來特斯拉在超高的賣空率壹路陪伴下

，擊潰無數空頭。盡管其年出貨量不及

第二名豐田集團的零頭，卻依然頑強地

摸爬至全球市值第壹車企的寶座。

數據顯示，特斯拉第二季度汽車交

付量約為9.01萬輛，高於7.2萬輛的分析

師平均預期，甚至高於分析師給出的8.6

萬輛的最高預期。第二季度特斯拉交付

了 8萬輛Model 3 和Model Y，以及 1.1

萬輛Model S和Model X。受多重利好消

息影響，今年以來，特斯拉漲幅達

227.87%，市值突破2500億美元。

記者查閱公司披露報告得知，憑借股

價的持續向好，公司成員同樣收益頗豐。

作為特斯拉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馬斯克

弟弟的埃羅爾· 馬斯克其，其持有的13.08

萬股特斯拉股票，目前總價值已達到1.79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2.56億元）。

此外，特斯拉副總裁德魯·巴格裏諾持

有4222股特斯拉股票，價值約為578萬美元

；自動駕駛總裁傑羅姆·吉蘭持有9752特斯

拉股票，價值約為1337萬美元；35歲的特

斯拉CFO 紮卡裏·基爾霍恩持有11831股，

收益高達1622萬美元。作為公司的創始人

，埃隆·馬斯克持有公司股份超過3400萬股

，僅憑此馬斯克身家就已超過465億美元。

對此，投資公司Wedbush分析師丹尼

爾·艾維斯發表投資報告稱：“馬斯克確實創

造了奇跡。我們認為，在疫情期間交付量超

過9萬輛令人意外。”同時，他表示中國市

場“是特斯拉第二季度成績單中的明星”。

與此同時，華爾街投資銀行JMP Se-

curities也對特斯拉抱以厚望。該機構發布

研報稱，特斯拉的營收有望在2025年營收

達到1000億美元並完成250萬輛的汽車交

付，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將達到20%

。並將特斯拉目標股價設定在1500美元。

JMP Securities對此解釋稱：“如果特斯拉

能夠在壹個極具挑戰的季度交付超過9萬輛

汽車，那麼公司沒有理由不能在今年年底

前實現單季13萬輛-14萬輛的交付量。”

對此，新浪汽車財經專欄作家林示

對特斯拉近年來的表現也給予了積極的

評價。他對記者表示，特斯拉的經營性

現金流已經連續兩年翻正，2010 年至

2019年的十年中在經營上總賬已經沒有

累計虧損；同時，債務融資管理方面，

馬斯克通過大量可轉債和認購權證拿到

了低息甚至零息資金；在生產資料的攤

銷折舊處理上，公司的會計政策能夠與

設計產能對應。這些都成為特斯拉能夠

實現財報逆轉的制勝法寶。

持續的優化、疊代、更新，使得傳統

車企“抄”都來不及，連大眾汽車都坦言特

斯拉的確更加靈活且具備引領性。然而，在

林示看來，特斯拉當前的股價嚴重透支了成

長性的。“再好的標的也需要有對的價格，

特斯拉目前的產能和銷售水平並沒有達到50

倍市盈率的水平，股價瘋漲側面反映出的是

當前全球資產荒的現狀。”林示表示。

摩根大通分析師瑞賴安· 布林克曼曾

是華爾街最悲觀的特斯拉分析師之壹，

他目前也將特斯拉的目標股價從275美

元上調至295美元，並重申了他的“減

持”評級。理由依然是估值過高，以及

投資者的高預期和高執行風險。

他在研報中表示，“我們的減持評

級考慮到了明顯的投資積極因素，包括

高度差異化的商業模式、吸引人的產品

組合和領先技術。但我們認為這些因素

已被過高的執行風險和估值所抵消，這

已經很明顯地體現在股價表現上了”。

年進口全球65%的鐵礦石
中國為何沒有定價話語權？

過去兩個多月時間，鐵礦石價格走出“瘋狂的

石頭”行情。國內鐵礦石期貨主力合約從4月初的

每噸542元人民幣開始壹路走高，6月8日價格壹度

逼近每噸800元。隨後鐵礦石價格維持高位震蕩，

截至7日收盤，鐵礦石期貨主力合約為每噸767元

，2個多月漲逾40%。

市場分析顯示，鐵礦石近期出現的價格異動主

要受到供求兩方面因素影響：壹方面，鐵礦石主要

出口國巴西因疫情影響，壹度關停部分礦山，導致

鐵礦石出口下滑、供應收縮；另壹方面，鐵礦石第

壹消費大國中國率先走出疫情影響，穩步推動復工

復產，鐵礦石需求強勁。

作為鋼鐵生產的重要原材料，鐵礦石價格上漲

會侵蝕下遊鋼鐵行業大部分利潤。中國國家統計局

數據顯示，2020年1-5月，中國黑色金屬冶煉和壓

延加工業實現營業收入 25469.5 億元，同比下降

6.0%；實現利潤總額493.3億元，同比下降57.2%；

行業利潤率不到2%。

鋼鐵行業利潤受擠壓的背後，是長期以來中國

鐵礦石高度依賴進口。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

新創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指出，2019年中國鐵

礦石進口量為10.69億噸，連續四年保持在十億噸

以上的高位水平，而中國海外投產權益礦年產量僅

約6500萬噸，不足全年進口量的10%。鐵礦石對外

依存度達到80.4%。

國內資源不足是鐵礦石高度依賴進口的主因。

中國鐵礦資源儲量大，但富礦資源少。李新創說，

按鐵礦資源儲量，中國居世界第四位，但礦石含鐵

品位平均只有34.3%，貧礦石占全部礦石資源儲量

98.8%，須經過選礦富集後才能使用。但這壹過程

成本很高，再加上環境、安全、土地等多重約束，

中國只能將目光轉向進口。

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費國和進口

國。李新創指出，中國鐵礦石進口占據全球主要鐵

礦石貿易量的比重在65%以上。而且，進口的供應

來源集中，超八成來自於澳大利亞、巴西兩國和四

大礦業公司。它們也是全球主要的鐵礦石供應商，

比如：澳大利亞、巴西鐵礦石出口量占全球貿易量

的70%以上。

供給集中的同時，由於國內鐵礦石需求較為分

散，鐵礦石下遊用戶鋼鐵企業產業集中度較低，中

國壹直缺乏鐵礦石定價話語權。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前4家鋼鐵集團集中度

22.12%，前10家鋼鐵企業集團產業集中度36.82%，22

家千萬噸級以上鋼鐵集團集中度僅52.38%。

如何破解這壹難題？從中短期來看，李新創建議，

可以局部優化為主，包括加快推進鋼鐵行業兼並重組，

提高集中度，增強鐵礦石市場采購中的話語權；提高廢

鋼利用比例；組建采購聯盟，力爭以量換價；盤活和優

化部分具有競爭力和潛力的已有權益礦項目等。

從長期來看，李新創表示，要從根本上解決鐵

礦保障問題，必須改變鐵礦石供應格局。他建議，

壹方面，加大引導和支持企業在海外建立長期高

效、穩定的鐵礦石基地，將海外權益礦占進口礦比

例提高至30%以上。同時，考慮以資源開發、鋼鐵

產能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壹條龍的產業鏈捆綁模式

“走出去”，促進礦業國內外及上下遊合作共贏。

另壹方面，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權益礦項目，加快開

發進度，努力實現新增加鐵礦石供應每年2億噸以

上，從而根本上改變鐵礦石供應格局。

特斯拉股價“壹天漲出壹個福特”
華爾街預計2025年營收或破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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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AUTHORITY/TIRZ NO.3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 3

SOUTHERN DOWNTOWN PARK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 “Authority”) / TIRZ No. 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Southern Downtown Park project, located in Downtown Houston, 
1515 Fannin Street bounded by Bell, Fannin, Leeland, and San Jacinto Streets. Hardcopy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Thursday, August 20, 2020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Hardcopy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Hardcopy bi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1313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
Beginning 9:00 AM, Thursday, July 23, 2020, Bidding Documents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civcastusa.com.  Any Addenda will be distributed through www.civcastusa.com.  
Bidding Documents may also be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An ONLINE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on Tuesday, July 28, 202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sub-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Due to COVID-19 and the Authority’s work safe protocol, all potential bidders who inte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bid conference and submit bids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ir intention by 2:00 p.m. on Monday, July 27, 2020 by email to Lonnie Hoogeboom, Director of Planning & Design at lonnie@downtowntirz.com. Potential bidders are to 
provide Company Name, Address, and Phone plus (two maximum) Representative Names & Titles, Representative Emails, and Cell Phones. All bidders who register in 
advance of the pre-bid conference will receive a calendar invitation providing access to the online meeting venue.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n 
individual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f Houston Code of Ordinances, Chapter 15, Articles II, V, VI, and XI and the Mayor’s Executive Orders No.1 7 Pay or Play (POP) Program for 
Houston Public Works for the public procurement procedures of the City of Houston Office for Business Opportunity (OBO) established in March 2008 and the entity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mall/ Minority/ Women-Owned (S/M/WB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nterprises (PDBE), and Hire Houston First programs.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S/M/W/D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Beginning July 16, 2020, the Authority’s procurement for the general contract for this capital improvement project is advertised in the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the 
Houston Defender, the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and the Greater Houston Business Procurement Forum. 

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14日稱，在疫情面
前，中國仍然信守承諾，履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
上半年，中美貿易總值1.6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6.6%，降幅比前5個月收
窄 3.2%，且自美進口降幅低於整體進口降幅
1.8%。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

1.25萬億元，同比下降8.1%，降幅比1月份至5月
份收窄3.3個百分點；自美進口3,956.2億元，下
降1.5%，比1月份至5月份收窄3個百分點；貿易
順差8,517.4億元，減少10.8%。

劉璐表示，超預期的進口數據是本次外貿
數據中的亮點，主要表現為重點商品的數量和
價格因素紛紛回升，尤其是大宗商品以及農產
品。
6 月份，中國大豆的進口數量同比上漲

71.43%，進口金額同比上漲71.83%，說明農產
品進口受到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及中國和東盟
自貿區升級的《議定書》約定的影響，對中國進
口整體起到支撐作用。
李魁文表示，在當前形勢下，中美雙邊經貿

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對維護中美兩國經濟穩定、
對推動全球經濟盡快擺脫疫情影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中美雙方應創造條件和氛圍，排除干
擾，共同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經歷了一季度震盪，二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同
比降幅收窄至 0.2%，環比一季度增長

16.7%。受二季度外貿向好帶動，今年上半年中
國外貿總值達14.24萬億元人民幣。雖然上半年外
貿總值同比仍下降3.2%，但相較1月份至5月份
同比降幅收窄了1.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下降
3%，進口下降3.3%。

二季度8個雙邊貿易增長
分國別看，上半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同比增

長5.6%，中歐貿易額同比下降1.8%；中美貿易額
下降6.6%。上半年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貿易
額增長和下降的各佔半數，而單看第二季度，有8
個雙邊貿易都在增長。

手機出口較上月增近22%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璐指出， 6月

份出口“由負轉正”主要受到防疫物資的帶動。
紡織品、醫療器械以及塑料製品均與口罩、呼吸
機等防疫物資相關，其6月份同比變動分別為
56.72%、99.96%以及84.05%，合計拉動出口增
長4.9個百分點。

此外，疫情造成的“宅經濟”消費也對出口
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手機出口從數量和價格因
素的角度均較為樂觀，手機出口數量較上月增長
21.87%，出口金額較上月增長7.87%。從外需的

角度看，中國的出口的回暖與出口訂單集中完成
交付相關，疫情進入平台期的海外經濟體復工復
產不斷推進，需求逐漸恢復。

疫情反覆 下半年進出口仍承壓
當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嚴重衰

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下
降4.9%。WTO也預計全球貨物貿易將下降13%
至32%，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下降20%。

李魁文稱，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疊加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

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但隨着一系列
穩外貿政策措施效應的持續釋放，有信心穩住外
貿基本盤。
劉璐指出，在海外疫情反覆的背景下，中國

外貿韌性逐漸凸顯，醫療物資對出口的帶動依然
明顯；中美經貿協議進一步推進，進口漲幅較明
顯。上海航運交易所的數據顯示，中國發往美國
的海上貨櫃現貨運費刷新了2009年開始調查以來
的最高值，說明從國際航運角度看，外需有所回
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外需的完全修復還需一段
時間，且受到疫情反覆的影響，未來中國出口依
然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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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中國海關總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數據

顯示，6 月份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

4.3%，自4月份以來連續三個月增長；

進口增長6.2%，年內首次雙雙實現正增

長。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在

14日的發布會上稱，上半年中國外貿進

出口整體表現“好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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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年內首現雙增長。圖為日前工人在張家界一間廠房內檢查生產的玩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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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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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個案1547

46歲男(地盤工)‧觀塘安泰邨

個案1548

77歲女‧牛頭角道花園大廈

個案1540

56歲男‧天水圍天盛苑盛彩閣

個案1539

27歲男‧慈樂邨

個案1549

27歲男‧慈樂邨

個案1555

90歲女‧慈正邨#

個案1556

77歲男‧慈民邨#

個案1564

50歲女‧慈民邨#

個案1565

69歲女‧慈民邨#

個案1566

19歲男‧慈民邨#

個案1562

77歲男‧慈康邨

註：#同住家人
個案1543

83歲女‧石蔭東邨

個案1542

38 歲男(入境處總部上
班 )，住深水埗保安道

個案1557

70歲女‧深水埗順寧道

個案1568

72歲女‧粉嶺綠悠軒

個案1523

61歲女(大家樂工作)，住
牛池灣彩雲邨長波樓*

個案1544

60歲男，住牛池灣
彩雲邨長波樓*

個案1533

43歲外傭‧牛池灣彩虹邨
錦雲樓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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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558

66歲男‧西貢
相思灣村

個案1559

71歲男‧西貢
竹洋路

個案1570

51歲女‧觀塘裕民中心
個案1553

37歲女‧牛池灣富山邨

不明源頭個案不明源頭個案
2424宗宗

個案1546

62歲男‧屯門寶田邨

個案1541

78歲男‧慈樂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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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原有的原有的
食肆及安老院舍群組持續新增確診個食肆及安老院舍群組持續新增確診個
案案，，三間食肆包括慈雲山翠河餐廳三間食肆包括慈雲山翠河餐廳、、薀薀
莎餐廳及上環聚點坊群組合共再添八人莎餐廳及上環聚點坊群組合共再添八人
確診確診；；港泰護老中心則再多一名港泰護老中心則再多一名8686歲男歲男
院友確診院友確診，，令該院舍群組至今共有令該院舍群組至今共有3232
名名、、8686%%院友中招院友中招，，另有九名員工及其另有九名員工及其
家屬確診家屬確診，，接近全面接近全面““失守失守”。”。

該名港泰護老中心男院友該名港泰護老中心男院友（（15601560
宗宗），），於院舍爆疫後獲安排入住檢疫中於院舍爆疫後獲安排入住檢疫中
心心，，當時他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當時他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至至
1313日發燒及氣促送院日發燒及氣促送院，，1414日確診日確診。。

另外另外，，慈雲山中心翠河餐廳群組亦慈雲山中心翠河餐廳群組亦

新增四宗個案新增四宗個案，，包括一名曾光顧該餐廳包括一名曾光顧該餐廳
的的2222歲女子歲女子，，其父母及哥哥早前已分別其父母及哥哥早前已分別
確診確診。。另有一宗個案是一名早前確診的另有一宗個案是一名早前確診的
兼職員工的朋友兼職員工的朋友，，兩人曾一同打邊爐兩人曾一同打邊爐；；
另外兩宗新增個案則分別是早前已確診另外兩宗新增個案則分別是早前已確診
的餐廳收銀員的丈夫及的餐廳收銀員的丈夫及66歲女兒歲女兒，，該群組該群組
至今累積至今累積1414宗個案宗個案。。慈雲山中心薀莎餐慈雲山中心薀莎餐
廳群組亦新增三名員工確診廳群組亦新增三名員工確診，，令相關該令相關該
群組至今累積五宗個案群組至今累積五宗個案。。上環聚點坊點上環聚點坊點
心專門店亦被證實其心專門店亦被證實其6060歲老闆確診歲老闆確診，，他他
於本月於本月55日起發燒日起發燒，，是群組中最早發病的是群組中最早發病的
人人；；較早前其妻子較早前其妻子、、一名點心工人一名點心工人，，以以
及一名曾接載他的的士司機已確診及一名曾接載他的的士司機已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第三波疫情嚴峻，本地感染群組可說是
遍布全港，涉及的士司機、食肆、安老
院員工等各行各業。兩名政府抗疫專家
顧問許樹昌及袁國勇均認為，這波疫情
與港府早前放寬邊境措施、容許部分特
定人士豁免病毒檢測便能入境有關，袁
國勇又估計，第三波的“零號個案”可
能是接載過抵港旅客的的士司機。專家
並相信，今次疫情最快本周六開始見
頂，但若新的防疫措施不奏效，或市民
不合作，疫情則難以緩和。

“零號”料是的哥 遭抵港患者傳染
根據防疫條例，現時共有32類別

人士入境香港可獲豁免強制檢疫。中大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機
組人員和海員或者公務、商務人士，早
前入境香港時，都不用留深喉唾液樣
本，他們很有可能將病毒帶入社區。”
他又指出，早前機場出現滯留的旅客亦
會構成傳播風險，認為應立法賦予有關
部門立即遣返有關旅客。
今次疫情波及各行各業，港大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估計，今次
爆發的“零號個案”可能是的士司機，
在機場等地方接載患者後受感染。

至於第三波疫情何時才見頂？袁國
勇指出，如果政府新推出的防疫措施奏
效，預料本周六開始見頂，“高峰期通
常是第一個個案出現後，7天至10天就
見頂。”但若防疫措施無效，疫情便不
能緩和。許樹昌則認為，高峰期一定未
過，因為病毒有潛伏期，要一至兩星期
才有望整體感染數字回落，“（新措施）
生效後還有一個星期，相信陸續會有人
發病，現在可能要看多一個星期左右，
可能就會到高峰。”
對於政府為四類高危群組包括的

士司機等優先做免費檢測，袁國勇認
為，更實際做法是為所有輕微症狀者
做檢測，建議在全港80多間門診派唾
液樣本樽加強檢測，追蹤更多輕微病
徵的患者，“如果他完全無病徵，（檢
測）的有效性很低，做數萬個才有一個
（確診），相反如果測試病徵輕微的病
人，只要找到一個，就立刻可以做追
蹤，找到周邊其他無病徵的人。”

專家：控疫若有效 最快周六見頂

香港爆發的第三波疫情，不

斷出現不明源頭的社區感染個

案，14日新增的 40宗本地個案

中，便有 24宗未知感染源頭，較

13日的 20宗更多，見單日新高。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指出，雖然很多確

診病人曾到過慈雲山中心和街市

等地方，但仍有不少患者在全港

不同地方居住或工作，如深水埗

北河街街市便有檔販及訪客確

診，慈雲山屋邨亦有確診和初步

確診患者，故難以確定病毒已由

一個地方擴散到另一個地方，冀

全港市民均要提高警覺。

港泰增一院友確診港泰增一院友確診
餐廳群添八新症餐廳群添八新症

香港新增的24宗源頭不明個案，其中有不少與之前較多
確診的九龍東尤其是慈雲山有關。張竹君14日在最新

疫情簡報會上解釋，由於早前當區有多確診個案，大家的警
覺性提高，因此能找出更多感染病例，其中一宗群組個案的
四名確診者，是居於慈雲山慈民邨民裕樓，最先發病的是一
名77歲男子，之後其妻子、女兒及男孫亦同告確診。

慈雲山九東續添大量病例
另外，慈雲山多個屋苑均有住戶“中招”，包括一名居

於慈樂邨樂誠樓的27歲男子，另有一名居於慈正邨正康樓的
90歲女子，她曾到慈雲山中心的翠河餐廳和蕰莎餐廳吃東
西；還有一名居於慈康邨康德樓的77歲男子亦於14日確診，
另有一名曾到慈雲山街市買菜的71歲女子也證實染疫。
與東九龍有關的個案，還包括在彩虹匯八坊大家樂工作

的61歲女子，與早前確診的丈夫居於牛池灣彩雲邨長波樓。
一名27歲男子在彩雲邨伴月樓基督教靈實協會庇護工場工
作，但因他本月8日已沒有上班，故應未傳染他人。另有一
名43歲女外傭，平時會在牛池灣街市買菜。

傳入西九港島 全港須警惕
與街市有關的個案還包括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有一名檔

販和一名訪客分別染疫。在地盤任裝修工作的工友亦有兩人中
招，分別是一名在西九龍博物館地盤工作的46歲男子，以及
一名78歲在觀塘一個私人屋苑做裝修工作的男子。
灣仔入境處總部亦涉及兩宗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在上

址工作的一名38歲男子，另一宗是居於粉嶺一名確診患者的
女兒，她在同層工作，亦初步確診，衞生署會展開深入調
查。一名在金鐘政府合署食環署工作的員工也初步確診。

張竹君表示，不希望只有慈雲山或去過北河街的人士才
提高警覺，希望全港市民警覺性均提高，一旦感到不適便立
即求醫及進行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因應疫情擴散，香港教育局
向全港學校發信，在已開始提早放暑假的基礎上進一步收緊防
疫措施，要求所有學校於三天內完成考試、15日起暫停補課及
所有課動活動兩星期，相關安排同時適用非正規補習學校。有
中學校長指，會按指引取消原已安排的考試、結業禮等，並期
望能於新學年前補辦升中一及升中四生的分班與選科考試。

教育局上星期已宣布，本周一（13日）起全港中小學、特
殊學校及幼稚園提早放暑假，但高年級的重要級別考試仍可於
本星期進行，學校亦可安排少量學生回校補課。因應疫情突然
急劇惡化，教育局14日再發信收緊措施，包括要求學校就考試
作應變安排，盡快在兩三天內完成，或將之延後或取消。

除考試外，全港學校包非正規補習學校，即日起亦要暫停
所有校內活動兩星期至本月28日，包括所有補課、課外活動
等，如非必要，所有學生不應回校。

港教局收緊措施
促學校取消考試

■■慈雲山中心薀莎餐廳群組新增三慈雲山中心薀莎餐廳群組新增三
名員工確診名員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至今共有至今共有
3232 名名、、8686%%
院友中招院友中招，，另另
有九名員工及有九名員工及
其家屬確診其家屬確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記者攝

■■慈雲山中心食肆停業慈雲山中心食肆停業，，鄰近行人設施鄰近行人設施
亦趕緊消毒亦趕緊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個案個案15231523的的6161歲女工作的大家樂分歲女工作的大家樂分
店落閘店落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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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還在煩惱今晚要吃什麼嗎？受夠第三方外送
平台不變的菜色、過長的等待時間嗎? 凱蒂亞洲城
（KAT） 「 一 站 式 」 整 合 外 送 平 台 「 AMA
On-The-Go」 創新上線，將20多家商店和300多
種商品匯集，只需透過AMA On-The-Go網站訂購
，將不同餐廳的美食一把抓，通通塞進購物車宅
配到府。半徑8英里範圍內的居民，只要訂購滿
35美元（及以上），AMA On-The-Go 還提供訂單
免運費!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燃燒，不敢

出門到餐廳吃飯， 「宅經濟」 成為時下趨勢，凱
蒂亞洲城（KAT）量身打造整合外賣平台 AMA
On-The-Go，只要宅在家動動手指，熱騰騰的亞
洲風味自動送上門。平台創辦人Josie Lin表示：
「AMA On-The-Go 集合了多家商店和多種商品，

在官方網站上羅列了個別餐廳的熱門菜單，消費
者可以同時將不同餐廳的咖哩牛肉飯，湯麵，海
鮮煎餅，雞翅，泡芙和奶茶等等商品加入購物車
後，短短三分鐘時間，就能完成超便捷的 『一站
式』 訂餐體驗。」 無論是從主餐到甜點，消費者
無需侷限於一家餐廳的食物，想吃到不同口味的
餐點，在AMA On-the-Go 都能一次訂足，滿足全
家大小的味蕾！打造您的家庭雲端廚房!

訂購步驟超簡單
1. AMA On-The-Go官網：http://KatyAsianTownTX.
com/
2.從熱門菜單中挑選喜歡的食物
3.購物車中的商品，一鍵快速結帳
4.熱騰騰的 「亞洲風味」 自取或等待送上門

參與的KAT商店：
Soju 101 Atami Express II (Zake Sushi Lounge)
Beard Papa Chung Wang BBQ
Phat Eatery Tony Moly
Gong Cha Meet Fresh

Bubble Egg
Panntea

Ten Seconds
Tea Top

Eight Turn Crepe
Square Root

Poke
Ten Second Noo-
dles Yummy Pho
& Bo Ne
限時特惠
為了讓廣大消費者
體驗便利即時外送
服務，現在 AMA
On-The-Go祭出限
時特惠!只要在凱
蒂 亞 洲 城 （Katy
Asian Town）半徑
8英里範圍內的居
民，訂購滿 35 美
元（及以上），全
面免運送費。如果
住在外送範圍之外
，也非常歡迎上網
訂餐，在半徑8英

裡外將收取合理送餐費用。AMA On-The-Go 秉持
著 「Safety is our first priority 」 ，一站式的整合外
送服務，將為更多消費者打造優質消費體驗，並
將美好的 「亞洲風味」 宅配送上府。未來將持續
推出新餐廳、新菜色，歡迎加入我們臉書專業獲
取更多資訊。

AMA On-The-Go
由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Group (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集團創建和打造的平台，是
聯禾地產的負責人Josie Lin（林承靜）女士憑著不
局限於單一端的服務意圖， 進而延伸與其他服務
提供商和零售店家進行整合，期待打造多贏的共
榮圈這個理念而創建的平台。通過AMA Group這
個平台，讓更多的人與多元社區的需求連結，為
多元族裔的服務行業企業與零售商家，幫助他們
聯結，合作並成長。該平台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
有價值的商業機會、解決方案、服務和對創業家
的支持。

自2019年初成立至今，AMA Group已經為凱
蒂亞洲城 「風味亞洲」 的整體形象宣傳，打造了
包括凱蒂亞洲城歡樂慶新年活動Katy Asian Town
LunerFast，歡樂母親節活動Cuddle Your Mommy，
商家媒體宣傳等一系列的營銷活動。透過不同的
行銷活動, AMA Group將更有效地整合資源, 利用
現有優勢, 開展整體的營銷企畫項目。

AMA Group的願景是吸引更多的夥伴加入，
更多的服務商家加入合作夥伴(CS Partner)的行列,
更多的零售商家成為AMA會員(AMA Member) 。參
與加強AMA集團的品牌陣容,不僅有免費整合行銷
的機會, 還有更多的資源幫助你的生意成長!
United Markeing Alliance (AMA Group)聯亞營銷聯
盟集團
電話：346-298-3466
郵箱：team@asunitedmarketing.com

創新一站式外送平台創新一站式外送平台AMA On-The-GoAMA On-The-Go
將凱蒂亞洲城化身你的私人雲端廚房將凱蒂亞洲城化身你的私人雲端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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