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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808//0303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周一上午截止到周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18118，，215215人人,, 12621262人死人死
亡亡,, 6749667496人痊愈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430430，，485485人人，，68376837人死亡人死亡。。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美國第二季度經美國第二季度經
濟數據濟數據、、公司盈利數據公司盈利數據、、及美聯儲的政策通報在上週紛紛出爐及美聯儲的政策通報在上週紛紛出爐，，
股市上週收盤小幅走高股市上週收盤小幅走高，，並成為自並成為自20092009年以來標普年以來標普500500指數四個指數四個
月以來最大的漲幅月以來最大的漲幅。。上週發布了上週發布了GDPGDP增長數據增長數據，，顯示有史以來顯示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季度下滑最嚴重的季度下滑，，這是由旨在遏制冠狀病毒傳播的關閉政策推這是由旨在遏制冠狀病毒傳播的關閉政策推
動的動的。。然而然而，，國內生產總值的負增長好於預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負增長好於預期，，受利好消息推動受利好消息推動
，，上週股市小幅收高上週股市小幅收高。。大型科技公司成為收益關注的焦點大型科技公司成為收益關注的焦點，，三大三大

科技公司科技公司（（FacebookFacebook，，亞馬遜和蘋果亞馬遜和蘋果））的業績明顯好的業績明顯好
於預期於預期。。由於國會兩黨未能達成協議成協議由於國會兩黨未能達成協議成協議，，國會就國會就
下一輪經濟救助法案的談判陷入僵局下一輪經濟救助法案的談判陷入僵局。。放眼海外放眼海外，，中中
國顯示出強勁的製造業增長國顯示出強勁的製造業增長，，77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
數數（（PMIPMI））為為 5151..11。。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道瓊斯工業指數收
盤盤2642926429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22%%，，年跌幅年跌幅77..44%%），），標普標普500500指指
數收盤數收盤 32713271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77%%，，年漲幅年漲幅 11..33%%），）， 納斯納斯
達克收盤達克收盤1074510745點點（（週跌幅週跌幅33..77%%，，年漲幅年漲幅1919..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如之前預期，第二季度美國經濟達到了嚴重跌幅。疫

情導致的4月和5月部分時間的全國經濟關閉導致第二季
度 GDP 下降 9.5％（相當於 32％的年化下降），這是自

1947年以來GDP的最大季度跌幅。與過去的經濟衰退不同，這種下
降是由於消費者支出、特別是服務行業支出的急劇下降造成的，因
為消費者在家中而無法出門消費。好消息是，這種歷史性的下降已
經成為過去， 5月和6月的經濟數據迅速改善，反映了從衰退到重新
開放的過渡。經過兩個月的反彈，零售額幾乎恢復到病毒感染前的
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向消費者的直接支持和財政轉移
。此外，住房似乎已站穩腳跟。上週發布的6月待售房屋數量較去
年同期有所增長，這是由於美國房屋擁有率上升和創紀錄的低利率

所致。
標普500指數公司中大約有一半報告了季度業績，其中84％的

公司超出了分析師的預期。儘管業績好於預期是令人歡迎的，但它
們更多地反映了人們對本財報季的低預期，其預測第二季度的收益
將下降41％，全年下降22％。從正面看，標普500指數收益中幾乎
有一半來自受影響較小的行業，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也受益於疫情的
行業。例如，科技和醫療是預計今年收入將增長的僅有的兩個行業
，而能源、工業和非必需消費品預計將出現50％以上的收益下降。
這也創造了兩極分化的環境，標普500指數中最大的五隻股票（微
軟、蘋果、亞馬遜、臉書和谷歌）目前佔該指數約23％，而該指數
其餘495隻股票的平均值下降了9％。政策層面上，美聯儲上週誓言
將“採取一切行動”竭盡全力幫助經濟增長。美聯儲除了將利率長
期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外，還計劃至少以目前的速度維持其債券購
買，並使用其所有工具來支持復甦。由於持續的經濟復甦、低利率
環境、和企業削減成本的努力，分析師預計企業盈利能力將逐步改
善，明年盈利將恢復增長。

重新審視長期投資回報的三個基礎—經濟、企業盈利、貨幣政
策—顯示出經濟基本面雖然脆弱，但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經
濟活動和企業收益的反彈，以及美聯儲持續的貨幣政策刺激，應該
會給整體投資環境提供廣泛的支持，也會在未來增加市場和投資者
的信心。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以下是其他當地新
根據休斯頓消防局的報告根據休斯頓消防局的報告，，休斯頓第二位消防人員因感染冠狀病毒休斯頓第二位消防人員因感染冠狀病毒，，

經過治療無效經過治療無效，，不幸去世不幸去世。。這名工作了這名工作了1717年的消防員年的消防員Jerry PachecoJerry Pacheco的不的不
幸幸，，也提醒更多的人加強病毒防範和預防也提醒更多的人加強病毒防範和預防。。

疫情持續疫情持續，，德州州長艾伯特宣布將延長一項緊急營養補助項目德州州長艾伯特宣布將延長一項緊急營養補助項目(SNAP)(SNAP)
，，以確保德州低收入家庭需要的食品和健康補助以確保德州低收入家庭需要的食品和健康補助，，德州有超過德州有超過9696萬個家庭萬個家庭
將在將在88月月1515日之前日之前，，在他們的在他們的Lone Star CardLone Star Card 上上，，將持續獲得這項補助將持續獲得這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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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國際金價連續大漲逼近歷史新高
未來能否繼續上漲？

金價的強勢仍在繼續。7月29日，

在美聯儲宣布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之

後，國際金價(以倫敦現貨黃金計價)繼

續上攻，壹度突破1980美元/盎司，逼近

歷史新高。

連續大漲之後，目前的國際金價已

處於歷史高位。隨著今年各國央行紛紛

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全球市場流動性較

為寬裕，除了黃金之外，原油、有色金

屬、白銀等諸多資產的價格，亦均開始

走出不同程度的上漲態勢。在此背景下

，未來黃金能否繼續上漲？會不會有其

它資產成為下壹個“黃金”？正在成為

投資者關註的話題。

原油、有色金屬能否接力上漲？
綜合市場上券商機構的觀點，貨幣

寬松+美元貶值兩個因素，被普遍認為

是這壹輪金價大漲的主要原因。

興業證券宏觀團隊指出，伴隨著全

球央行的“大放水”，大量債券資產進

入“負利率”時代，使得“零利率”的

黃金性價比提升，以及今年美聯儲的進

壹步寬松強化了這壹邏輯，6月開始，

市場資金開始在全球尋找配置機會，充

裕的流動性和美元的貶值推動了黃金等

商品價格的上漲。

北京金陽礦業首席分析師蔣舒在接

受中新經緯客戶端采訪時表示，今年金

價的上漲行情與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金

價的上漲有諸多相似之處，其中主要的

壹點在於這兩輪黃金的上漲行情，均是

在全球央行“放水”的背景下啟動的。

值得壹提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

之後，伴隨著全球央行的“放水”，除

了黃金之外，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

品的價格，也都迎來了壹波轟轟烈烈的

上漲行情。而近段時間以來，原油價格

、銅鋰鋅等有色金屬價格，亦均出現了

明顯的回升趨勢。因此在金價已經漲至

歷史高位後，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

品是否能夠接棒上漲，成為不少投資者

關註的焦點。

對此，天風證券宏觀分析師宋雪濤

在近日的壹份研報中指出，對比今年以

及2008年後全球經濟的基本面來看，今

年原油、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的上漲缺

乏形成通脹的基礎。

該分析師認為，壹方面，如今中國

已經進入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時期，

不像當年壹樣有著大量基礎設施投資建

設的需求；另壹方面，美國企業部門的

資產負債率在疫情之前已達到歷史高點

，如今也已沒有主動加杠桿的空間。因

此整體來看，市場需求對於大宗商品價

格的支撐力度有限。

在宋雪濤看來，目前大宗商品的金

融屬性強於其工業屬性，這些資產近期

價格的波動，主要是因為後疫情時期的

經濟復蘇受阻於消費場景、債務負擔和

收入預期等因素，貨幣寬松無法順暢轉

化為真實購買力和實際需求，從而導致

金融流動性泛濫所致。因此在過去的壹

段時間裏，金融屬性最強的黃金漲勢最

好，其次才是和黃金沾親帶故的白銀以

及有色金屬的銅。

中金公司宏觀組亦表示，展望下

半年，盡管疫情在個別國家仍有反復

，但全球漸進復蘇仍是主基調。由於

供給端復蘇快於需求，本次經濟復蘇

將是無通脹的復蘇，周期性板塊或難

有趨勢性的大幅上漲。強勢品種(例如

銅、鋰、建材)可能會持續強勢，但相

對弱勢的品種可能因為修正盈利預期

差而帶來股價上漲，估值未必有大幅

提升。

白銀和茅臺酒，堪比黃金？
盡管具有工業屬性的大宗商品並不

被分析師看好，但壹些同時具備工業屬

性(或商品屬性)和金融屬性的資產，則

受到不少券商機構的關註。其中關於

“買白銀是否強於買黃金”、“買茅臺

是否等於買黃金”的討論最為熱烈。

西南證券在近日的壹份研報中指

出，白銀的定價邏輯兼具金融屬性和工

業屬性。從工業屬性來看，隨著疫情趨

穩後，電子、光伏等工業需求的回暖以

及5G大規模商用，將帶動市場對白銀需

求的增加；從金融屬性來看，金銀比(黃

金價格/白銀價格)存在較大的修復空間

，2020年 3月份以來全球白銀ETF持倉

量增幅超過黃金，主要就是由於前期金

價的大幅上升，使得投資白銀性價比突

顯。

另壹邊，中泰證券宏觀分析師梁中

華則在5月中旬的壹份研報指出，紙幣

的超發必然會帶來紙幣標價的商品價格

上漲。從長期來看，如果紙幣不斷超發

，只要是供給速度較慢、能夠長期存活

下來的稀缺資產，其以紙幣標價的名義

價格都將受益。除了黃金之外，茅臺酒

也符合這壹特性。這壹觀點，引發了

市場關於“買茅臺是否等於買黃金”

討論。

梁中華在研報中分析稱，茅臺酒每

年的供給速度非常緩慢，不會突然大幅

增加產量；茅臺酒如果長期儲存的話，

放得越久品質越好，內在價值不僅不會

耗損，還會有提升。所以茅臺酒和黃金

的特性是類似的，甚至可以當成貨幣來

使用，拎壹瓶茅臺酒可以很容易變換成

現金。

不過，也有不同的市場觀點認為，

無論是白銀還是茅臺，盡管二者均具備

金融屬性，但前者的價格受黃金價格以

及工業需求的制約，後者價格則要考慮

到市場真實的消費情況。

申萬期貨研究所近日發布的研報指

出，跟漲黃金是白銀上漲的主要動力，

而由於白銀盤子較小，投機屬性更強，

因此市場風險情緒上升時白銀的價格彈

性往往好於黃金的表現。相較之下，白

銀自身基本面提供的利好則相對有限，

盡管現在市場有炒作白銀工業需求復蘇

的預期，但在疫情蔓延和銀價上漲的影

響之下，珠寶首飾、工業以及銀器等需

求將受到抑制。

白酒行業專家孫延元則對中新經緯

客戶端指出，高端白酒作為壹種奢侈消

費品，在經濟整體面臨下行壓力的時

候，其銷量也會受到影響。尤其目前茅

臺酒價已經達到2600元以上，如果其價

格繼續上漲，不僅市場的消費需求會下

降，其金融屬性的特點在輿論上也會受

到壓力。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白銀還是茅臺

酒，當前的價格均已處在歷史高位。

Wind數據顯示，倫敦現貨白銀價格7月

28日上漲至26.2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位

，截至發稿報24.26美元/盎司。中新經

緯客戶端查詢各大網上商城時發現，目

前無需預訂以及搶購，就能直接買到的

茅臺53度飛天酒的價格，基本都在2650

元/瓶以上。

下壹個黃金，還是黃金？
有趣的是，盡管黃金價格連續刷新

歷史記錄，但是仍有不少機構在繼續看

高金價。

據路透中文網報道，7月28日，盡

管國際金價當天已經創下1981.20美元/

盎司的歷史新高，高盛仍然上調了12個

月金價預估至每盎司2300美元。據報道

，高盛表示：“長久以來我們壹直主張

黃金是最後的貨幣，尤其是在當前政府

讓法定貨幣貶值並將實際利率推低至史

上低位的環境下。”

興業證券宏觀團隊亦在7月28日的

研報中指出，雖然金價已創歷史新高，

但當前金價可能尚未完全反映“大放

水”的影響，相對比較來看，黃金仍有

壹定上行的空間。該團隊分析稱，壹方

面，本輪黃金價格的增幅仍遠不及全球

央行擴表幅度；另壹方面，黃金較現金

、債券等低息資產而言仍有較大的相對

優勢。

不過，隨著金價的持續大漲以及貴

金屬市場的火爆，監管部門已開始向投

資者提示風險。

7月28日下午，上海黃金交易所官

網發布通知稱，受國際因素影響，近

期金銀價格波動較大，持倉水平較高

，市場風險明顯加劇。請各會員單位

做好風險應急預案，提示投資者做好

風險防範工作，提高風險意識。若黃

金、白銀風險狀況進壹步加劇，交易

所將根據市場情況采取適當的風險控

制措施，防範市場風險，保護投資者

利益。

蔣舒表示，從技術指標來看，金

價現在已經處於嚴重技術超買的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近期美國披露

出較為樂觀的經濟數據，或者美元短

期內出現了修正性的回升，黃金價格

就很有可能會出現大幅回調，投資者

應註意相關風險。

2020年8月3日（星期一）3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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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染疫人

數持續爆升，日日破百宗，飲食業再度為重災

區。在港府禁堂食及限聚令收緊至2人，食店老闆

絕望地等待停業厄運降臨。香港文匯報訪問三家

小食店老闆包括旺角肥姐小食店，龍津小食店及貢茶店等，皆對生意前景感到非常

沮喪，“日日虧錢，出糧都不夠”，無路可退，現在留下來開業，只是等份租約

完，到時就閉門大吉。更加不會去想“東山再起”，留待下一代去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苦海無盡頭 小食店日日虧
旺角肥姐小食店老闆余先生表示，新一波疫情爆

發以及新限聚令，生意額僅餘四成左右，加上
業主願意減一半租，“叫做有粥食吓、吊下鹽
水”。他兒子那裏（尖沙咀肥仔小食店）號召力不
夠，每日都要虧一張金牛（1,000港元）支付人工。
本想在疫情略緩下，有平舖可租，整返間分店，現
在“開分店？都就快死咁滯喇！”他悲觀估計疫情
影響還會持續一兩年，現在幸好有第3至4代老主顧
光顧，才能勉強維持。他又稱，早前收到政府抗疫
基金的十幾萬港元，都已用作幫員工供強積金。

20年心血好似一鋪清袋
龍津小食店老闆陳學偉同樣表示，現在“完全

無得做”，他語帶沮喪表示“20年心血好似一鋪清
袋咁”。他透露，在疫情進一步擴散以及政府防疫
措施影響下，旅遊區生意僅得兩三成，而民生區只
有三四成，連人工也不夠支付，現在由於有租約在
身，只能苦苦支撐，每月都要蝕逾百萬租金。陳學
偉說，銅鑼灣怡和街本身已停業幾個月，日前亦獲
業主減一半租，“本來諗住6月份有得做”，但現
時疫情愈來愈嚴重，減一半租都做不來。
他對未來經營非常無奈，唯一打算“有得走就

全部都走”，估計會在租約到期時不再續租，繼續
減少分店，但要視乎疫情變化及減租幅度，料僅會
在民生區保留“一間半間”分店。被問及會否“東
山再起”，他僅回答“等後生去做”。

另一邊廂，經營貢茶代理的黎先生表示，粗略
估計整體加盟店的生意情況，旺區大約下跌五成，
疫區（較多確診個案地區）跌至“谷底”，而民生
區則稍好，下跌三至四成。可是非所有業主都願意
減租，部分業主企硬“一蚊唔減”，其他業主平均
減租幅度大約兩成。

收入“連出糧都未夠”
黎先生並稱現在的收入“連出糧都未夠”，但

未有裁員以及放無薪假計劃，依然會繼續出糧，要
靠政府補貼。未來有什麼打算？黎先生說，未來市
況相當不明朗，而公司生意下跌並非始於疫情問
題，早於去年修例風波中已錄得生意下跌，加上中
美關係惡化，預期未來旅客人數減少，暫時不會有
擴充計劃，未來會考慮減少分店。現在續約的話至
少要守半年。他認為，旺區至少要減租一半以上才
“有得做”，而民生區情況不算太差，減三至四成
亦可考慮。
他補充，現時仍在開業的食肆並非因為財雄勢

大，而是因為簽了合約，不能隨便關門走人，否則
會收到律師信，大部分仍開業的食店都是“捱住份
約”（繼續履行租約）。如果不是租約綑綁的話，
分分鐘已有一半食店“執笠”。

新限聚令下晚上禁止堂食對飲食業影響非常
之大，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郭宏興表示，有個別
食肆每日僅得1-2萬元（港元，下同）收入，連
“人工都不夠給”，索性停業不做，所有員工都
要放無薪假。其中酒樓處境最為嚴峻，不少公公
婆婆均害怕“中招”而不再去酒樓飲茶，主要客
源消失，老闆要“拎真金白銀出來捱”，亦有飲
食集團15間分店停開13間，涉及數百名員工。

郭宏興大呻，新冠肺炎來襲，幾乎所有“慘
事”都跟飲食業有關，包括放無薪假及失業率回
升，大型的食肆深受其害，小型的食肆尚可靈活
轉型做外賣。

外賣利錢少 做多虧多
郭宏興直言，現時食肆做到三分之一的收入

“已經好了”，有不少食肆生意額跌至三成或以
下，部分食肆即使轉型做外賣生意也無法撐起，
外賣只佔生意額的兩至三成。他解釋，外賣單多
數是“粉麵飯”類，單價及利潤較“小炒”類
低，大搞外賣生意的成效有限，做多蝕多，有食

肆老闆更向他表示，“做外賣
只是為了聯繫熟客，費事俾人
以為執笠（倒閉）”。

進退兩難 結業也要交租
至於舖位租金，郭宏興

指，很少聽過有業主主動減
租，特別是靚位舖、單一業主
舖很少會有減租，反而他們是
以“合約精神”為由，繼續要求食肆老闆交原額
租金。他提到，現在的業主“非常醒目”，簽署
租約時會要求食肆老闆以個人名義簽署，即使食
肆停業，老闆都要繼續交租，除非破產為止。

郭宏興指，本來疫情在年中受控，有經營茶
餐廳的朋友向他表示“有危就有機”，故選擇在
近期開業，最初做到每日有數萬元收入，但現在
疫情再次爆發，打擊食店生意，態度由正面轉為
負面，感覺“唔知點算”，現已進退失據。另有
朋友趁平承租舖位做食店，現在亦暫停裝修，說
要待裝修公司減價才繼續工程。

飲食業全面受累

老闆虧錢 員工無業

▲▼▲▼疫情下疫情下，，不單餐廳受累不單餐廳受累，，連略有知連略有知
名度的小食店生意也大跌名度的小食店生意也大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疫情嚴峻疫情嚴峻，，政府禁堂食及收緊限聚令至政府禁堂食及收緊限聚令至22人人，，令飲食業雪上加霜令飲食業雪上加霜，，復甦無復甦無
期期，，多位業內人士心灰意冷多位業內人士心灰意冷，，正等待租約滿後結束生意正等待租約滿後結束生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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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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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緊繃中美緊繃中美緊繃中美緊繃﹑﹑﹑﹑德州開學在即德州開學在即德州開學在即德州開學在即﹐﹐﹐﹐華裔孩童在學校遭歧視如何應對華裔孩童在學校遭歧視如何應對華裔孩童在學校遭歧視如何應對華裔孩童在學校遭歧視如何應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八月份
開學在即﹐許多家長對於恢復實體授課
都抱持反對態度﹐但也不少人認為學業
荒廢太久﹐對於孩童並非好事﹐除此之外
﹐有鑑於中美關係緊繃﹐許多華裔民眾也
擔心﹐若是讓孩童重返校園﹐可能遭遇霸
淩﹑排擠等問題﹐本台獨家邀請到教育﹑
法律﹑社論專家﹐來針對這項議題進行探
討﹒
是否復學意見兩極是否復學意見兩極﹐﹐各族裔間想得不一各族裔間想得不一

樣樣
美金榜教育集團負責人何甌指出﹐近來
每周都有新的政令資訊﹐雖然德州政府
極力拼復學﹐但許多地方政府如哈裏斯

郡﹐已宣布要將開學日延後至九月﹒何
甌指出﹐目前公立﹑私立學校等的應對方
式也不盡相同﹐公立學校學生比較多﹐因
此大多認為重新開放實體授課操之過急
﹔私立學校人數較少﹐有許多都已經確定
八月恢復上課﹒何甌也指出﹐目前聽到
學生的反應也十分兩極﹐有人認為網課
效果不彰﹑有些家庭責任回學校不安全﹐
各種情況都有﹐家長也很難做決定﹒值
得留意的是﹐亞裔許多都傾向網課﹐而西
裔與非裔多希望孩子能回校上課﹒

對於開學對於開學﹐﹐學校所做的各種準備學校所做的各種準備......
何甌指出﹐針對復學學校也做了不少措
施﹐比如各個年級的師生間不要接觸﹐家

長送孩子上學時ㄧ下車前先量體溫﹐有
生病跡象的就不能進學校﹐中午吃飯也
不能去食堂﹐而是拿飯盒到座位上吃﹐有
些校方甚至添購了隔離板安置在課桌椅
間﹐除此之外還有帶口罩﹑消毒手等措施
﹒
回歸學校風險大回歸學校風險大﹐﹐難保不爆群體感染難保不爆群體感染

旅美資深社會
觀察家楊勁濤
指出﹐楊勁濤
指出﹐大多華
人在美國社會
都處於中產階
級﹐經濟能力
較強﹐能夠負
擔孩子在家的生活開銷﹐但許多經濟較
差的美國人﹐在這陣子面臨的是生計問
題﹐無法在家管教孩子﹑或是無法負擔孩
子的餐食﹒
楊勁濤表示﹐華人非常重視華裔教育﹐但
目前面臨的疫情的挑戰﹐返回學校的確
是不安全的選擇﹐就如大聯盟才爆發沒
多久﹐就出現新冠肺炎確診潮﹐不但工作
人員確診﹐就連教練團也有人中鏢﹒休
斯頓資深律師陳文﹐孩子們的自我約束

能力不如大人﹐保不定就有一個學校報
發群體感染﹐到時結果無人樂見﹒楊勁
濤認為﹐除非等到有效的疫苗﹑特效藥出
現﹐否則斷然開學是風險較高的事情﹒
中美關係緊張中美關係緊張﹐﹐亞裔學生怕回校遭歧視亞裔學生怕回校遭歧視
休斯頓資深律師陳文指出﹐隨著中美關
係惡化﹐加上許多政治人物在電視上不

斷使用「中國病毒」歧
視性詞彙﹐煽動反華情
緒﹐不僅華人﹑亞裔也
受到牽連﹐許多華裔學
生也對於重回學校感
到恐懼﹐比如﹒陳文呼
籲﹐等到學生回到學校
﹐切記與朋友群體行動
﹐並且接送上要與父母
無縫銜接﹒

陳文以自
身經歷的
兩個案件
進行分享﹐
有ㄧ名客
戶從外國
旅遊回美﹐
卻被海關
攔下查稅﹐
並要收取

所有物品的等值關稅﹐這種情形是非常
不合理的﹒如果被查稅者是白人﹐邊境
官絕對不會這麼無理﹒
另外一個案例是﹐ㄧ名華裔客戶所工作
的餐館倒閉了﹐所有員工都去領取了失
業救濟﹐其他西方人都領到了﹐唯獨他沒
有領到﹐讓這名客戶感到歧視﹐因此在律
師協同下進行上訴﹐雖然最後勝訴了﹐但
過程中勞神傷財﹐對於事主仍然造成不
必要的麻煩﹒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知情人士透露據知情人士透露，，在特朗普總統週五晚些時候表示反對在特朗普總統週五晚些時候表示反對
TikTokTikTok交易之後交易之後，，微軟公司已經暫停了購買視頻共享應用程序微軟公司已經暫停了購買視頻共享應用程序TikTokTikTok在美國業務的談判在美國業務的談判
。。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說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說，，總統的講話促使總統的講話促使TikTokTikTok做出了更多讓步做出了更多讓步，，包括同意在未來叁年內在美包括同意在未來叁年內在美
國增加多達國增加多達1010,,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改變是否會改變特朗普的立場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改變是否會改變特朗普的立場。。該知情人該知情人
士說士說，，TikTok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功的母公司字節跳功（（Bytedance Ltd.Bytedance Ltd.））的創始人張一鳴也同意出售其股份作為任何的創始人張一鳴也同意出售其股份作為任何
交易的一部分交易的一部分。。

這位知情人士說這位知情人士說，，根據特朗普在發表上述言論之前正在討論的交易中根據特朗普在發表上述言論之前正在討論的交易中，，張先生將保留少數股張先生將保留少數股
權權。。

知情人士說知情人士說，，美國軟件巨頭正在與字節跳動進行高級談判美國軟件巨頭正在與字節跳動進行高級談判，，他們達成了一項交易他們達成了一項交易，，他們認為他們認為
這筆交易達到了白宮的目標這筆交易達到了白宮的目標，，即該流行的應用程序被美國公司收購即該流行的應用程序被美國公司收購。。但特朗普在但特朗普在《《空軍一號空軍一號》》上上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他更喜歡禁止使用該應用程序他更喜歡禁止使用該應用程序，，理由是美國對這家中國公司向美國政府提供美國用戶理由是美國對這家中國公司向美國政府提供美國用戶
數據的擔憂數據的擔憂，，並且不支持出售並且不支持出售，，這些計劃被打斷了這些計劃被打斷了。。

知情人士說知情人士說，，在特朗普發表上述言論之前在特朗普發表上述言論之前，，雙方都認為雙方都認為，，這項交易的廣泛動議可能會在周一這項交易的廣泛動議可能會在周一

達成達成。。
一位知情人士說一位知情人士說，，兩家公司對總統的言論感到措手不及兩家公司對總統的言論感到措手不及。。另一個人說另一個人說，，白宮已經參與討論達白宮已經參與討論達

數週之久數週之久，，並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希望的結果是並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希望的結果是TikTokTikTok是是““美國擁有的美國擁有的”。”。
參議院司法機構主席林賽參議院司法機構主席林賽··格雷厄姆為特朗普總統禁止社交媒體平台格雷厄姆為特朗普總統禁止社交媒體平台TikTokTikTok在美國運營的計劃在美國運營的計劃

辯護辯護。。
格雷厄姆在他的廣告系列帳戶中發了推文格雷厄姆在他的廣告系列帳戶中發了推文：“：“對於對於TikTokTikTok的粉絲和用戶的粉絲和用戶，，我了解您的擔憂我了解您的擔憂，，

””““不過不過，，特朗普總統想確保中國不擁有特朗普總統想確保中國不擁有TikTokTikTok，，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您的所有私人數據您的所有私人數據。”。”
TikTokTikTok發言人指出特朗普的威脅發言人指出特朗普的威脅，，表明美國用戶數據存儲在美國表明美國用戶數據存儲在美國，，並且美國對該應用程序進並且美國對該應用程序進

行了大量投資行了大量投資，，以此回應了特朗普的威脅以此回應了特朗普的威脅。。
特朗普的這一宣布迅速引起了特朗普的這一宣布迅速引起了TikTokTikTok用戶的批評用戶的批評，，這些用戶指責總統威脅言論和表達自由這些用戶指責總統威脅言論和表達自由。。
白宮發言人在星期六的一份聲明中說白宮發言人在星期六的一份聲明中說：“：“政府對政府對TikTokTikTok有著非常嚴重的國家安全關切有著非常嚴重的國家安全關切，，我們我們

將繼續評估未來的政策將繼續評估未來的政策。”。”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因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對因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對
微軟和字節跳動停止微軟和字節跳動停止TikTokTikTok對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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