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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Laura takes aim at 
Houston, threatens m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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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Reuters) - Hurricane Laura could make a 
direct hit on Houston this week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living on the Gulf Coast should evacuate imme-
diately, officials in Texas warned on Tuesday.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the Gulf of Mexico has been par-
alyzed as companies batten down operations. Output cuts 
are nearing 90%, a level not seen since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Lina Hidalgo, the top executive for Harris County, which 
encompasses Houston, warned of deadly winds and a 
destructive storm surge after Laura makes landfall late 
Wednesday or early Thursday. She said that put millions of 
lives at risk as Laura moved westward and took aim at the 
fourth-biggest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orm certainly can cause unprecedented devasta-
tion,” Hidalgo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We truly have 
to say: Prepare for the worst.”

RELATED COVERAGE
Cash-strapped Caribbean recovers from deadly Storm 
Laura
The hurricane was packing winds of 75 miles per hour 
(120 km per hour) as it moved across the Gulf of Mexico, 
qualifying it as a Category 1 hurricane on the five-step 
Saffir-Simpson scale for measuring hurricane intensity.

Inside C2

Residents fill 
sandbags at St. 
Raymond Church, 
provided by Mayor 
LaToya Cantrell and 
the local govern-
ment, as Hurricane 
Laura warnings 
have been issued for 
part of Louisiana 
and Texas,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 August 25, 
2020. REUTERS/
Kathleen Flynn

Laura was forecast to become a “major” hurricane of Catego-
ry 3 or higher by Wednesday night as it approaches the U.S. 
coas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

The storm was located about 525 miles (825 km) southeast of 
Lake Charles, Louisiana, on Tuesday afternoon and moving 
to the west-northwest at 16 miles per hour (26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NHC said. The hurricane was expected to make 
landfall late Wednesday or early Thursday along the Tex-
as-Louisiana border, the NHC said.

Laura could possibly land as a devastating Category 4 when it 
hits, said meteorologist Chris Kerr at agriculture, energy and 
weather data provider DTN.

PLAN FOR WORST
More than 420,000 Texas residents were under mandatory 
evacuation orders on Tuesday in Jefferson, Orange and Jasper 
Counties and the island city of Galveston.

Additionally, Hidalgo County issued voluntary evacuations 
for a huge swath of the coastal region surrounding Houston. 
Evacuation shelters are being readied in San Antonio, Dallas 
and Austin for people fleeing the coast.

“It’s imperative that you make plans this morning to secure 
your homes and move you and your family to safety off is-

land,” Galveston’s acting 
Mayor Craig Brown said 
in a statement.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said the state’s National Guard 
was heading to coastal communities with high-water vehicles 
and rescue helicopters to prepare for Laura’s impact.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Administrator Pete 
Gaynor said on Twitter that a team was already deployed to the 
region.
Lamar University in Beaumont, Texas, about 80 miles 
(129 km)east of Houston, was closed and its 15,000 
students urged to evacuate, the school said.

The combination of a storm surge from Laura along with a 
high tide on the Texas and Louisiana Gulf Coast could result 
in water levels rising as high as 11 feet (3.4 meters), the NHC 
said. As much as a foot (0.3 meter) of rain could drop in isolat-
ed areas, causing widespread flooding.

ENERGY HIT
Oil producers evacuated 310 offshore facilities and shut 1.56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bpd) of crude output, 84% of Gulf 
of Mexico’s offshore production. This was close to the 90% 
outage that Hurricane Katrina brought 15 years ago.

Gasoline prices rose Tuesday in reaction to the shutdowns and 
have jumped 10.3% since Friday.
dfall area accounts for more than 45% of total U.S. petroleum 
refining capacity and 17% of oil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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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CORONAVIRUS DIARY

Hurricane Laura and Tropical Storm
Marco both are approaching the Gulf of
Mexic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recorded
history that two hurricanes are occurring
so close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and
on similar tracks. With the serious
coronavirus pandemic already attacking
our region both in Houston and New
Orleans, we do not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painful experience.

We as the strongest and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virus because our leadership could not
agree with the medical experts on when
the businesses should open back up or

when the kids can go back to school
which only makes the situation worse.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opened their meeting last night. We saw
black Senator Tim Scott, Donald Trump
Jr. and former UN ambassador Nikki
Haley deliver speeches that gave
Republicans highest marks 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ooking at their
agenda, most of Trump’s family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will be on the
stage to deliver speeches, including
Trump himself who is scheduled to show
up every night.

In our STV interview, one of the guests
talk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Even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cut it off, but that is not really
eas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e two
nat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people have
become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In
many areas, while manufacturers might
pull out of China, they also might not
come back to the U.S.

Unfortunately, people who live in the
Gulf Coast area are now facing big
storms and hurricanes. We do not yet
see any good signs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romises and slogans are
only political language. How our people
can survive the pandemic is the real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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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23,507,852 — Total deaths: 
809,958 — Total recoveries: 15,174,143 
.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5,719,124 — Total deaths: 
176,978 — Total recoveries: 1,997,761 
— Total tests: 72,183,082 .
3. Health: Americans want high-risk in-
dividuals to get a vaccine first, poll finds.
4. World: First confirmed coronavirus 
reinfection reported in Hong Kong.
5. Tech: Zoom outage halts classes, 
meetings.
6. Business: The pandemic could trigger 
a digital currency race.
                                ~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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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an-
nounced Monday New Zealand’s corona-
virus restrictions will remain in place un-
til at least next week, when wearing face 
masks will become mandatory on pub-
lic transport. Zoom in: NZ is grappling 
with a growing cluster of COVID-19 
infections nearly two weeks after the vi-
rus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rdern said 
the restrictions that have seen schools 
and in-person business close in NZ’s 
most populous city, Auckland, and other 
lesser implemented elsewhere would be 
extended to 11.59pm next Sunday. By 
the numbers: More than 807,400 peo-
ple have died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over 23 million people have tested 
positive globally.
• Brazil has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the coronavirus (more than 
114,700) and cases (over 3.6 million) af-
ter the U.S., where almost 177,000 peo-
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and over 
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What’s happening:
• South Korean officials warned Monday 
they might have to introduce restrictions 
such as closing schools and limiting 
gatherings, as they reported 266 more 
cases — marking its 11th consecutive 
day of new infections in the triple digits, 

per AP.
• The Australian state of Victoria confirmed 
Monday 15 more deaths from COVID-19 and 
116 new infections — the lowest case number 
since July 5.
• India’s coronavirus cases surged past 3 million 
Sunday, as three Jain temples held a two-day 
festival in Mumbai following a Supreme Court 
ruling permitting the event, despite the city be-
ing the “hardest hit” by the pandemic, the New 
York Times notes.
• A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y report-
ed on Saturday seven more deaths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2,034 new infections — 
the highest case number since April.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
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
U.S. Coronaviru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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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Note: 
Does not include probable deaths from New 
York City; Map: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President Trump will h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Sunday at 6 p.m. to announce a “major ther-
apeutic breakthrough” on COVID-19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yleigh McEnany 
tweeted, without elaborating further. The big 
picture: McEnany’s announcement Saturday 
came hours after Trump baselessly accuse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which he likened to the “deep 
state, or whoever” — of making 
it harder for drug companies to 
distribute coronavirus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By the numbers: 
Nearly 176,4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and almost 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in the U.S., Johns Hop-
kins data shows. Nearly 2 million 
have recovered.
What’s Happening:
• The governors of Louisiana 
and Mississippi urged residents 
to take precautions ahead of two 
tropical storms that are expected 
to hit the Gulf Coast this coming 
week as the states continue to re-
spond to the pandemic.
• The pandemic and lockdow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the rise 
of online commerce, compress-
ing years of projected growth 
into a few months.
• The CDC projected Friday the 
coronavirus death toll in the U.S. 
was likely to hit 195,000 by Sept. 
12.
• Executives from the biggest 
movie chains in the America 
came together on Friday to un-
veil a joint safety plan for people 
looking to visit movie theaters as 
they begin to reopen this week.
•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formally declared teach-
ers essential workers in guidance 
released this week, continu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ush 
to reopen schools as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 rages on.
Of note: Debates over face-cov-
ering mandates and school re-
opening plans have escal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urte-
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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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Dashboard 08/26/20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Stay Home!          Wear Mask!



Adam Andrew Salgado holds up a peace sign as police hold a perimeter, 
during protests following the polic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Public Safety Building in Kenosha, Wisconsin, August 24. 
REUTERS/Stephen Maturen

A man walks by an armored vehicle as B&L Office Furniture burns in the background as 
protests turn to fires in Kenosha, Wisconsin, August 24. REUTERS/Stephen Maturen

A man confronts police outside the Kenosha Police Department in Kenosha, Wisconsin, during 
protests following the polic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August 23. Mike De Sisti/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via US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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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man has his eyes flushed after being pepper sprayed by police as protesters rallied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Public Safety Building in Kenosha, Wisconsin, August 24. REUTERS/Stephen 
Maturen

A cloud of smoke rises between a line police officers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August 24. REUTERS/Stephen Maturen

A man speaks to police lined up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
house, August 24. REUTERS/Stephen Maturen

A man on a bike rides past a city truck on fire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in 
Kenosha, Wisconsin, during protests following the polic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August 23. 
Mike De Sisti/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via USA TODAY

Flames engul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 Division building as an American flag flutters on a pole as protests 
turn to fires after a Jacob Blake was shot several times by police in Kenosha, Wisconsin, August 24. REUTERS/
Stephen Maturen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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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ropical Storm Laura was 
strengthening in the Caribbean and poised 
to accelerate into a hurricane by Tuesday 
while Tropical Storm Marco weakened 
sooner than expected, sparing the U.S. 
Gulf Coast from two simultaneous hurri-
canes, as had been forecast.
The changed forecast bought a little more 
time for residents along Louisiana’s coast 
to prepare for what could still prove dan-
gerous winds and flooding when Laura is 
expected to make landfall on Wednesday.
“If that holds up, we’re going to catch 
a big break,” Louisiana Governor John 
Bel Edwards t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Monday, referring to the less ominous 
forecasts that emerged overnight. “But it’s 
wrong to assume that Laura is going to do 
us a similar favor.”

Marco Will Approach the Gulf Coast 
With Heavy Rain, Storm Surge on 

Monday while Tropical Storm Laura to 
become a hurricane as it heads toward 
U.S.
Laura traced the southern coast of Cuba 
on Monday morning, but the brunt of the 
storm was offshore, helping the largest 
island nation in the Caribbean avoid 
serious damage after Laura killed at least 
10 people in Haiti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e storm downed trees in Cuba, ripped 
away flimsy roofs and caused minor 
flooding on Sunday evening, according 
to residents and news reports. In Jamaica, 
there were reports of landslides and 
flooded roads.
3:00 PM Monday 08/24/20
Tropical Storm Marco Weakened 
On Monday as It Neared the Gulf 

Coast With Heavy Rain, Gusty 
Winds

Tropical Storm Laura Brings Hurricane 
Threat for Gulf Coast
Meteorologist Ari Sarsalari looks at Tropical 
Storm Laura and what potential impacts it 
may bring along the Gulf Coast.
At a Glance
• Marco will track near the northern Gulf 
Coast into Monday night.
• The tropical storm will continue to weaken 
because of unfavorable upper-level winds.
• Localized flooding rainfall and gusty winds 
are the expected impacts from Marco.
Tropical Storm Marco is weakening but 
will track near the northern Gulf Coast into 
Tuesday, where it will bring locally heavy 
rainfall and gusty winds to parts of Louisi-
ana, Mississippi, Alabama and the Florida 
Panhandle.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Latest Alerts 
The center of Marco is about 40 miles south-
east of the southeastern tip of Louisiana.
Marco is battling unfavorable upper-level 
winds, which means it has weakened from 
its peak intensity on Sunday. The wind shear 
has also caused much of the rain and gusty 
winds from the storm to be located north and 
northeast of its circulation center.
Path and Intensity Marco will turn more to 
the west later today through Tuesday while 
steadily weakening into a remnant area of 
low pressure. Its circulation center will track 
very near the coast of Louisiana as it winds 
down.

Rainfall
Since Marco is small, it will not produce a 
widespread area of heavy rainfall, however, 
localized flash flooding is still expected.
The area with the greatest chance of seeing 
some flash flooding through Tuesday is from 
southeast Louisiana into coastal parts of 
Mississippi and Alabama and the western 
Florida Panhandle.
Rainfall totals are forecast to be 2 to 4 
inches, but locally up to 7 inches could soak 

some areas.
Wind
Tropical-storm-force winds are possible 
on the northern Gulf Coast into Monday 
evening.
Marco’s strongest winds will not be wide-
spread, but there could be some localized 
tree damage and power outages, particularly 
in areas where a tropical storm warning is 
in effect.
An isolated tornado threat also cannot be 
ruled out from southeastern Louisiana to the 
Florida Panhandle into Monday night.
Laura was heading toward the Gulf of 
Mexico at 20 miles per hour (31 kilometers 
per hour), according to the U.S.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 By Tuesday, it 
was expected to have reached hurricane 
strength. By Wednesday night, stronger still, 
it was expected to hit the U.S. Gulf Coast, 
the NHC said.

By then, it could be a Category 2 or 3 
hurricane on the 5-step Saffir-Simpson scale 
for measuring hurricane intensity, said Chris 
Kerr, a meteorologist at DTN, an energy, 
agriculture and weather data provider.
Despite Marco’s weakening, with the 
NHC predicting it would slow to a tropical 
depression by Monday night, that storm still 
threatened to soak the Louisiana coast.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has sent teams to operations centers 
in Louisiana and Texas.
This year’s hurricane season has been 
complicat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cing many people to weigh the risks of 
leaving their homes and potentially expos-
ing themselves to the virus.
Testing for COVID-19 was suspended in 
Louisiana on Monday and Tuesday, Louisi-
ana’s governor said. (Courtesy /www.msn.
com/ and Courtesy https://weat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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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n Hurricanes Marco And
Laura To Hit The U.S.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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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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將水資源合作推向新高度
中方願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各國更好利

用水資源提供更多幫助。中方將從今年開始與湄
公河國家分享瀾滄江全年水文信息，共建瀾湄水
資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更好應對洪旱災害。定
期舉辦水資源合作部長級會議和水資源合作論
壇，實施好大壩安全、洪水預警等合作項目，提
升流域綜合治理和水資源管理能力。

拓展貿易和互聯互通合作
將瀾湄合作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對

接，進一步暢通貿易通道，優化資源配置，維
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推動協同發展。共同推
動年內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實現更好水平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好中
老、中泰鐵路。深化金融合作。建設好地區
“快捷通道”和“綠色通道”網絡，便利人員
往來和貨物流通。

深化可持續發展合作
加快落實農業合作三年行動計劃，實施

好“豐收瀾湄”項目集群。中方歡迎更多湄
公河國家優質農、畜及其副產品輸華。開展
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合作。

提升公共衞生合作
中方將在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框架

下設立公共衞生專項資金，在力所能
及範圍內提供物資和技術支持。中方
新冠疫苗研製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
優先向湄公河國家提供。開展重大突
發公共衞生事件信息通報和聯合處
置。共同支持世界衞生組織更好發揮
作用。

加強民生領域合作
共同實施防災減災、鄉村清潔

衞生等項目，讓瀾湄合作更多惠及
基層民眾。推廣貧困社區綜合發
展，努力振興旅遊業。

踐行開放包容理念
加強各機制交流互鑒，推動瀾

湄合作同其他次區域機制間的交流
合作。積極探討同日、韓、歐盟等
開展第三方合作。中方支持東盟在
東亞合作中的中心地位，願通過瀾
湄合作助力東盟共同體建設，深化
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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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就加強瀾湄合作提六點倡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中國政府網消
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瀾滄
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領導人視頻會議。李克強在會議上表
示，中方將在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框架下設立公共衞生專項資
金，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提供物資和技術支持。中方新冠疫苗
研製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優先向湄公河國家提供。他還提
出，將瀾湄合作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對接，共同推動
年內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實現更好水平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

李克強和老撾總理通倫共同主持會議。柬埔寨首相洪
森、緬甸總統溫敏、泰國總理巴育、越南總理阮春福出席。

各國願同中方深化公衞合作
與會領導人高度評價瀾湄合作取得的豐富成果，完全贊

同李克強就加強機制合作提出的倡議。
各國領導人表示，瀾湄合作為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民生改善，鞏固和平與安全，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發揮了重
要作用。各方充分肯定在水資源合作上取得的進展，願同中
方深化瀾湄流域經濟發展帶合作，對接“國際陸海貿易新通
道”，加強互聯互通。

各方讚賞中方承諾新冠疫苗研發成功後將作為國際公共
產品，增加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願同中方深化公共
衞生領域合作，加強疫情防控合作，促進經濟復甦發展。各

方致力於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
護有效多邊主義。

李克強和各國領導人還共同出席了緬甸接任下屆瀾湄合
作共同主席國的交接儀式。會議發表了《瀾滄江—湄公河合
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萬象宣言》和《關於瀾湄合作與“國際
陸海貿易新通道”對接合作的共同主席聲明》。

李克強：華疫苗將優先供湄公河國家

雙循環格局重塑競爭新優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
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出席座談會。
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清
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中國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蔡昉、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
王昌林、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上海
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中國
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
長鄭永年等9位專家代表先後發言，就“十四五”
規劃編制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表示，專家學者們做了很好的發言，從各自
專業領域出發，對“十四五”時期發展環境、思
路、任務、舉措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參
會的其他專家提交了書面發言，請有關方面研究吸
收。

習近平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
新機遇新挑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
化，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
在發生深刻調整。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着深刻變
化，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
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
斷提高。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
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
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
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於開
頂風船，善於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扭住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
習近平強調，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

新發展格局。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
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
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我們要堅持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
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託國內市
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
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新
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
國際雙循環。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
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
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
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

以科創催生新發展動能
習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

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
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
技術。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
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創
造有利於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
優勢，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提升產業
鏈水平。要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使
企業成為創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生力軍。
要大力培養和引進國際一流人才和科研團隊，加大

科研單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
性。要堅持開放創新，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以深化改革激發新活力
習近平強調，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

隨着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
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
機制障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守正創新、
開拓創新，大膽探索自己未來發展之路。要堅持和
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營造長期穩定
可預期的制度環境。要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
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激發市
場主體發展活力，使一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
力量源泉充分湧流。

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習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

作和競爭新優勢。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
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個
重要動力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要
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要積極參與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

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

新局面。要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
全覆蓋、可持續的社保體系，強化公共衞生和疾控
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加強社會治理，化
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會治理制度，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更加
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
全面進步。

習近平指出，理論源於實踐，又用來指導實
踐。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及時總結新的生動實踐，
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在發展理念、所有制、分配體
制、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產業結構、
企業治理結構、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重大問題上
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
力。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
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
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
場、觀點、方法，堅持從國情出發，充分反映實際
情況，透過現象看本質，樹立國際視野，使理論和
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

丁薛祥、劉鶴、黃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
談會。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專家學者
代表等參加座談會。

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

調，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

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

擇。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國在世界經

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

將更加廣闊，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

■24日，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瀾滄江—湄公河合
作第三次領導人視頻會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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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
域專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習近平在座談習近平在座談
會上表示會上表示，，新發新發
展格局決不是封展格局決不是封
閉的國內循環閉的國內循環，，
而是開放的國內而是開放的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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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蘭喜歡在電影中引入新鮮的概念，用復

雜的方式（令人眼花臉亂的多線敘事）講述簡

單的故事。

從這些特點來說，《信條》依然是典型的

諾蘭電影。但這次諾蘭玩得更大，特別大！

《信條》繼承了《盜夢空間》“盜匪片”

的形式，進壹步放大了《星際穿越》中對時間

概念的探索。

《盜夢空間》中，諾蘭壹邊推進“盜夢”

、“植夢”行動，壹邊解釋“盜夢”和“植夢

”的規則，所以情節發展中總有新的信息進來

，吊足觀眾的胃口，不給觀眾走神的機會。

《信條》沿用了這種行動與解釋並進的敘

事形式，特別之處在於這次要解釋的概念比

“盜夢”、“植夢”更加燒腦，並且有悖於常

人的生活經驗。

時間概念可能是科幻電影中最令人著迷，

也最容易讓觀眾迷惑的元素。尤其是時間的線

性流動被打破後，所可能產生的邏輯悖論是科

學家都解釋不清的。

“天上只壹日，地上幾千年”，《星際穿

越》簡單地將時間壓縮或拉伸就已經讓觀眾大

呼神奇。

《信條》則直接探討物理規則在時間維度

中的逆向運行，不僅僅通過臺詞，而且通過視

聽語言直觀呈現“逆行”的效果。

這是其他同類型電影不曾嘗試過的，是諾

蘭對自己的挑戰，也是對觀眾的挑戰。

話說回來，《信條》畢竟是壹部商業片，

不是科教片，面對復雜的科學概念，觀眾只要

集中註意力，還是可以做簡單理解的。

真正考驗觀眾的是，反常的經驗和復雜的

邏輯交織在壹起時，人腦常常來不及處理當下

湧入的全部信息。

再加上諾蘭快節奏的剪輯，能否“追趕”

上情節，成為了《信條》對觀眾最大的考驗。

不太誇張地說，大部分普通觀眾很難壹遍

就看懂影片的全部情節。

當然，如果妳通過了這種考驗，恭喜妳，

妳將進入壹個新奇的，幾乎從未在大銀幕上展

現過的世界。

如果妳沒有通過考驗，那麽建議妳再買壹

張電影票，或者幹脆壹次買個三五張票。因為

如果妳真的對這部電影感興趣，想了解它的全

部細節，相信我，這樣做很有必要。

因為不能劇透，妳可能很難理解我在說什

麽。

相信在看這篇影評的妳，壹定看過至少壹

支《信條》的預告片，壹定註意到預告中有

“子彈從墻中飛回槍裏”，“撞翻的汽車跳回

路面繼續行駛”等反常畫面。

那麽好了，我來舉壹個例子。

諾蘭曾經給中國觀眾錄制了壹段獨家寄語

，他說：“《信條》是我們為大銀幕量身打造

的作品，我是電影院的頭號粉絲

，界世個壹另往逃，量力的影電

過通是就的愛鐘最我，感式儀的

來帶所院影電於迷癡都生壹。”

只是簡單的倒序，是否已經

給妳造成了不小的閱讀障礙？

如果壹句話呢度難的解理妳

了大加步壹進中混雜了諸多正序

倒序的內容是否？

想象壹下，妳坐在電影院裏

，努力讀懂大銀幕上不斷閃過的

復雜句子……

觀看《信條》絕對是壹種奇

妙的體驗，甚至有點像壹場150分

鐘的智力競賽。

諾蘭會時不時地給妳打個氣，提供點小提

示，給妳模糊地展示下終點獎品的形狀，但更

需要觀眾自己投入十二分的精力，才有機會順

利完成這場比賽。

作為壹部投資 2億多美元的超級大片，

《信條》的制作肯定是好萊塢最壹線的水準。

群星表演、動作場面、異域風光、震撼配樂應

有盡有。就像諾蘭說的，這是壹部為電影院量

身打造的電影。

但可能真的等妳領會了諾蘭為《信條》打

造的“超高概念”後，才有余暇欣賞這些“錦

上添花”。

疫情之下，全球電影行業冷清了這麽久，

本以為全球觀眾都在嗷嗷待哺，沒想到諾蘭壹

出手，就讓人感慨：“給得太多太多了。”

其他影評：

（目前《信條》在“爛番茄”的新鮮度是

82%，31鮮，7爛；在MetaCritic評分71分）

諾蘭在這部作品中不僅挑戰了觀眾，更挑

戰了自己。劇情上比《盜夢空間》更考驗觀影

智商，夢境是人的普遍經驗，但時間逆轉卻不

是，想要在150分鐘徹底看明白這部燒腦版碟

中諜或者高智商007電影難度頗高。關於時間

逆轉的科幻電影，前人的成功的作品不多，諾

蘭在這個題材上的嘗試，既有開創性也頗具冒

險精神。

這是壹部不怕劇透的電影，因為妳即使

100%弄明白了這部作品，也很難用簡單幾句話

向身邊人解釋明白。但大部分觀眾還是能通過

精彩的動作場面和豐富的音效，感受到超級大

片的沖擊。——時光網 小夥子

壹切盡在諾蘭導演掌控之中，比《盜夢空

間》更成熟，比《星際穿越》更真實，比《敦

克爾刻》更簡單。150分鐘填滿，耳朵仿佛不

再屬於自己。諾蘭從來都不是享受遊戲的人，

他是那個制造遊戲規則的人。——時光網 甄

甏甏

重溫他在被低估的《星際穿越》中提出的

想法，諾蘭又回到了他最喜歡的主題——時間

。不出所料，結果是驚人的。——The Jewish

Chronicle Linda Marric

諾蘭是壹位傑出的藝術家。——HeyU-

Guys Scott Davis

這部電影有時驚險刺激，有時也讓人沮喪

，它有著近乎危險的雄心壯誌，它在試圖打破

壹種我們熟悉的模式。——The AU Review

Peter Gray

這部電影真正的樂趣在於純粹的壯觀場面

。——Times (UK) Kevin Maher

這部電影是壹場與時間賽跑的比賽，它挑

戰了我們所知道的壹切關於時間的知識。有時

向前，有時向後，有時曲折移動。這次行動超

越了諾蘭以前做過的所有。——NOW Toronto

Radheyan Simonpillai

《信條》肯定是諾蘭觀影門檻最高的作品

像壹場150分鐘的

智力競賽

改檔5次的《X戰警

：新變種人》是今年暑

期美國院線上映的首部

商業大制作，影片已開

啟預售，8 月 28 日正式

開畫。近日片方發布角

色海報，由網絡 P 圖達

人Bosslogic制作。

影片由喬什· 波恩執

導 ， 安 雅 · 泰 勒 - 喬 伊

（《分裂》）、麥茜· 威

廉姆斯（《權力的遊戲

》）、查理· 希頓（《怪

奇物語》）、亨利· 紮格

（《十三個原因》）、

布魯· 亨特（《初代吸血

鬼》）主演。

故事講述 5 位年輕

的新變種人，在壹家秘

密機構內發現了自己的

能力，為了擺脫過去的

罪惡，他們必須戰鬥來

保護自己。導演表示，

該片比之前所有 X 戰警

電影都要暗黑，是按照

恐怖片的模式在拍。

《X戰警：新變種人》
曝光角色海報

本周末上映 美國觀眾終於可在影院看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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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鄉》
葛優再演“張北京”
《我和我的家鄉》曝光《北京好人》單元預告

及海報，寧浩、葛優二度合作上演“張北京”續集

。2019年國慶檔，葛優憑《我和我的祖國》之《北

京妳好》中熱心的哥張北京壹角征服無數觀眾，網

友紛紛稱贊“後腦勺都會演戲”。2020年國慶檔，

葛優再演張北京，依舊“牛掰格拉斯”。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定檔今年國慶上映，由

導演寧浩、徐崢、陳思誠、閆非&彭大魔、鄧超&俞

白眉分別執導五個故事，張藝謀擔任總監制，寧浩

擔任總導演，張壹白擔任總策劃。

從《北京妳好》到《北京好人》，張北京的這

頂奧運紀念帽始終沒有摘下，去年還盼著在奧運開

幕式上張藝謀能“給咱掃個鏡頭”，如今竟瀟灑放

話沒接藝謀拍戲邀約。預告中張北京唱京劇唱到破

音，寧浩導演爆料“葛大爺雖然京劇唱得不好，但

他演得真好，把張北京飆不上去高音而喜劇感十足

的狀態演繹得淋漓盡致”。因表情管理爆紅出圈的

劉敏濤化身護士玲子，在預告中雖驚鴻壹瞥，卻也

展現出令人驚喜的喜劇功力。曾受寧浩極力推薦

出演了《我不是藥神》“黃毛”壹角的章宇，此

次在《北京好人》中飾演壹名警察，與葛優上演

爆笑對手戲。寧浩導演還在《北京好人》中專門

設置了壹名寧大夫（楊新鳴飾），戲外寧導演調教

葛優，戲裏寧大夫接診張北京，“寧式黑色幽默”

有內味了。

伴隨預告發布的還有《北京好人》單元海報及

角色海報，寧浩導演開著紅色三輪車，攜壹眾主演

歡樂上陣。曾主演《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張占義，

在本片中飾演張北京表舅，本色出演表現精彩；楊

新鳴曾出演寧浩執導的電影《無人區》，並和章

宇、張子賢共同出演過寧浩監制的電影《我不是

藥神》；郝雲曾為寧浩執導的電影《心花路放》

《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妳好》獻唱插曲，這次

在《北京好人》中本色出演歌手壹角；張子賢曾主

演寧浩監制的電影《受益人》；嶽小軍與寧浩合作

近十五年，既是《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的

編劇，也曾參演過多部寧浩執導的電影作品；呂行

曾出演寧浩執導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

妳好》。

2020 年國慶檔必看喜劇《我和我的家鄉》，

以空間為軸，通過五個故事單元，講述發生在中

國東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鄉故事。作為“祖

國”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鄉》集結九大導演

、近百演員等華語頂配喜劇人組建“中國喜劇夢

之隊”，傾力為全民打造喜劇盛宴，為觀眾送去

歡聲笑語。

《鬢邊不是海棠紅》
二輪播出“更香”

今年3月，《鬢邊不是海棠紅》

在愛奇藝率先播出，不溫不火，但接

近8分的網友打分，不僅超越了同期

大部分國劇，也說明觀眾對該劇的認

可。日前，《鬢邊不是海棠紅》在北

京衛視開播，播出未半，網上評分已

壹路升至8.1分，不少觀眾認為，有

血有肉的故事和高水準的制作讓人觀

後難忘，劇中商細蕊和程鳳臺兩個性

格分明的角色，更讓大家津津樂道。

《鬢邊不是海棠紅》講述了上世紀

30年代，梨園新魁商細蕊與新派富商程

鳳臺相知相助，在北平重建水雲樓，培

養壹批優秀的京戲人才，在日本侵華後

，兩人投身革命保家衛國，也為藝術的

保護與傳承貢獻力量的故事。

49集的劇長讓整部作品並不是快

節奏敘事，民國梨園行的故事在眾多

電視劇題材中也屬於偏冷門的，對於

尹正扮演的商細蕊這個角色，不少網

友先入為主，覺得制作人於正疑似碰

瓷《霸王別姬》。同時，沒有流量明

星和老戲骨加持，整部劇在宣傳上似

乎也鮮見亮點。

然而，今年3月20日《鬢邊不是

海棠紅》初登愛奇藝，雖未形成“現

象級”的熱度，但不少觀眾對該劇評

價頗佳，在網絡上網友也給出了近8

分的好評。時隔數月，《鬢邊不是海

棠紅》上星播出，出人意料的是，雖

非首播，但該劇掀起了又壹輪收看熱

潮，播出熱度和網上評分壹路走高，

目前播出尚未過半，評分壹路升至8.1

分，打分網友多達11萬余人。而前壹

陣大熱的《三十而已》參與評分的網

友總計也不過17萬人。

二輪播出還能引發持續好評，

《鬢邊不是海棠紅》再度印證了好劇

不怕反復播出的道理。

有網友表示，壹開始覺得這劇雷

點太多，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去看，但

壹追就是十幾集停不下來，追到最後

成了“真香”。“整部劇沒有任何壹

個環節拖後腿”，網友的留言壹語道

破《鬢邊不是海棠紅》獲贊的原因：

小說原作者親自改編劇本，故事在抗

戰的大背景下環環相扣，出場人物性

格鮮明又合情合理，劇中戲服精美，

扮相精致，服化道走心，而這部劇最

大的焦點話題是來自兩位主演。

在《鬢邊不是海棠紅》之前，尹

正除了在喜劇電影《夏洛特煩惱》中

出演的配角外，並沒有特別讓大眾記

憶深刻的代表作，黃曉明則因為前些

年在多部影視作品中的表現，被冠以

“油膩”的稱號。可在《鬢邊不是海

棠紅》中，兩人憑借兩個豐富立體的

角色，上演了壹場口碑逆襲。

在高水準的制作下，尹正和黃曉

明扮演的商細蕊與程鳳臺，是兩個極

具辨識度的角色：商細蕊為了京劇又

嗔又癡，程鳳臺為了兒時的夢想無所

不用其極，前者要後者的引導與資助

，後者則靠前者成就夢想……原本被

網友質疑選角過老、沒有名伶身段的

尹正，用自己獨到的演繹，把這個瘋

魔角色的怪脾氣拿捏得令人信服，壹

舉手壹投足讓觀眾代入感很強；黃曉

明飾演了壹個與自身氣質相對貼合的

西式少爺，同樣被網友稱贊是演技回

歸正軌的“去油”角色。

好演員需要好角色來成就，而好

角色不能脫離好劇本與好制作。近些

年，影視圈有迷信實力戲骨、演技派

的風氣，也有推崇流量明星的做法，

但越來越多的實例證明，演技再高的

演員，遇不到好劇本，口碑也會遭遇

滑鐵盧，而從幕後開始便精良用心的

作品，才能塑造出壹個好角色，從而

把好演員推到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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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題材近來成為熒屏焦點。《二十不惑》《三十而已》兩

部當代女性題材劇日前在網臺同步播出，不僅掀起收視熱潮，也引

發了關於新時代女性個人成長、職業發展、情感追求、價值實現等

話題的討論。

女性題材劇為何能在熒屏上“乘風破浪”備受關註？拒絕偽現

實主義“懸浮劇”，應如何提升現實題材劇作質量水平？近日由國

家廣播電視總局電視劇司、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評會上，專家認

為，創作者應把握時代脈搏，關註社會現實，用文藝作品傳遞正確

價值觀和積極正能量。

《二十不惑》聚焦95後大學生群體，通過多元視角展現青年

壹代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壓力與挑戰，經歷的成長與蛻變

。《三十而已》取材現實生活，講述都市女性在工作、生活、情感

等方面的經歷與困境，展現新時代女性的多樣選擇。

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副司長楊錚指出，女性題材是各類文藝作品

不斷探討的主要題材和內容之壹，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承載和

表達。希望今後創作者拓寬女性題材創作的歷史視野，把準時代脈

搏，用新理念提升創作水準，帶來更多新的思考，不斷推進新時代

女性題材電視劇創新發展。

“‘不惑’和‘而已’是我們想表達的態度，希望通過作品呈

現出生活的多樣性和可能性，讓觀眾通過思考、共情，獲得精神滋

養和心靈力量。”檸萌影業執行副總裁、總制片人徐曉鷗透露，兩

部劇作為現實題材原創作品，先後打磨三年多時間，力求細膩真實

表達，探索女性題材劇的新方向。談到未來創作，她表示“要努力

創作出更多記錄時代、影響社會、撫慰人心的作品，向大眾傳遞向

上向善的正能量。”

80後編劇張英姬坦言，《三十而已》的創作沖動來自邁過30

歲門檻時的真實體會。“在故事裏，三個女主角最終都有‘輕舟

過重山’的輕松感，但我沒想落點在故事的圓滿，還是想寫出

人生的開闊感。”在她看來，能不能找到有時代感、有真實溫

度的女性形象是題材突圍的關鍵。“作為新生代編劇，我會繼

續努力把握時代的脈搏，聆聽時代的聲音，承擔好記錄新時代、

書寫新時代的責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戴清、楊洪濤及中國社會科學

院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秘書長冷凇等專家認為，兩部劇圍繞社會話題

展開討論，對女性的家庭生活、職場歷練等都有生動豐富的呈現，女性意識表達強烈深入

、發人深省，也為觀眾提出了有價值的人生思考題。

“《三十而已》寫出了現代都市生活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給女性帶來的壓力和動力”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副會長李京盛認為，通過捕捉社會話題提煉作品主題

，再把社會話題變成故事、情節、人物來完成作品的主題表達，提升了話題劇在主題開掘

上的層次，為現實題材創作回應社會關切提供了壹種新的角度和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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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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實用實用實用﹗﹗﹗﹗能幫你規避客戶破產風險的能幫你規避客戶破產風險的能幫你規避客戶破產風險的能幫你規避客戶破產風險的「「「「貿易信用保險貿易信用保險貿易信用保險貿易信用保險」」」」（（（（下下下下））））

疫情之下，雖然股市開始出現反彈

，但失業數字仍然居高不下，許多

企業也爆發破產潮，本台今天獨家

邀請到財產保險核保師，針對企業

應該投保哪些產品，才能在面臨破

產時將風險規避。

企業主應該知道的企業主應該知道的「「貿易信用保貿易信用保

險險」」

紐約財產保險核保師沈楠指出，疫

情之下她遇到過許多企業主，有些

因為擔心破產如坐針氈，有些則因

為有購買「貿易信用保險」（trade
credit insurance）而臨危不亂。她指

出這種保險是一種能非常有效控制

企業的風險管理工具，若是企業的

客戶遇到破產、無力償還債務、拖

欠帳款的情況，導致企業的收入受

到影響，這種情況下如果購買了貿

易信用保險，就能找保險公司理賠

。沈楠也對這項產品的原理進行解

析，這種保險是透過將客戶之債務

人保證責任，轉嫁給了保險公司，

是疫情之下廣受歡迎的保險產品。

「「貿易信用保險貿易信用保險」」該如何保該如何保？？

沈楠指出，這種保險是由企業購買

，企業提出申請時，向保險公司提

出承保範圍、限額。通常保的是應

收帳款額，可以選擇保這筆金額的

100%、或是 70%等，甚至只保固定

幾個大客戶、某筆特別大宗的交易

都可以。保險公司會根據公司行業

範圍、信用分數、合作夥伴信用歷

史、還有過去收帳的狀況，來進行

核保，決定能保多大的保額，以及

要收多少保費。她建議，這種保險

不能在客戶破產後才買，因此需在

有疑慮之前就進行投保，才不會為

時已晚。

誰該買誰該買「「貿易信用保險貿易信用保險」」？？

沈楠指出，通常保貿易信用險的多

為出口商、生產商、第三方提供服

務企業，會對這些企業有不少好處

。一方面，如果沒有這筆保險，企

業就必須預留一筆壞帳準備金，使

可用的資金變少。另一方面，如果

保了這項保險，可以用以申請稅收

減免。第三，投保後保險公司會對

交易方的信用等級進行監控，並提

供擔保企業這些信息，如此一來就

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風險控制。總

體來說，這個保險種類比較成熟，

也有各種附加好處。

企業破產企業破產，，我作為高管該怎麼辦我作為高管該怎麼辦？？

沈楠也針對企業破產，高階管理幹

部的風險規避進行分析。她指出，

疫情之下「董事會責任險」也是非

常熱門的產品。美國是有訴訟文化

的國家，因此許多人都有「個人責

任險」，出事後可以轉移個人被法

律訴訟的風險。但如果作為企業中

的董監事等高管人員，在治理公司

或履行責任時出現疏忽，導致被告

，就不能用個人責任險理賠。

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公司會有

章程，能對高管進行賠償。若沒有

的話，可以購買「董事會責任險」

將風險轉移。舉例來說，在疫情情

況，破產企業增加，被告的風險隨

之變大，若是企業宣告破產，就無

法對高管提供賠償，如此一來「董

事會責任險」就十分重要。且這種

保險的好處就是由公司購買，但受

益人是個人，且沒有「自賠額」，

從律師費、訴訟費等等的都由保險

公司承擔。

但因為疫情影響，這項「董事會責

任險」的保費漲幅也逐漸增加，她

建議如果是大公司高管，應該也要

盡早作準備。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舉辦線上視頻會議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舉辦線上視頻會議：：
「「超限戰論壇超限戰論壇-- 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超限戰論壇 - 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日期: 2020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00至 5:00 
 

 

 

 

 

 

 

美中貿易戰自從 2018 年以來對全世界經濟的衝擊和影響很大,尤其是 2019 年更為顯

着,加上 2020 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延遲復工而拖延供應鏈. 正當全世界

飽受病毒之苦,病毒來源甩鍋,外交戰狼,經濟衰退,知識產權盜竊,人權破壞,國際法規

違約等等問題,至使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華商經貿聯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 

今天已升級至科技戰,金融戰甚至超限戰,華商如何順勢而為轉危機為生機,多元性佈

局將是大勢所趨. 於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多層面探討貿易戰/超限戰對全球經

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來企業經營的展望. 

主講人:                                        主持人- 黄春蘭會長 
 

▪ 科技- 李君浩組長, 經文處科技組 (TECO - Science & Technology) 

▪ 經濟金融- 陳建賓教授, 休士頓大學經濟系 (Univ. of Houston) 

▪ 政治- 葉耀元副教授&系主任, 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            

(Univ. of St. Thomas) 
▪ 醫療生技- 施惠德醫師,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 金流保險- 楊明耕,Evergreen Insurance Agency 總裁兼金城銀行副董事長 
 

綜合座談與問答: 葉耀元教授主持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超限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

極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洗牌後華商的

新機遇以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 

此論壇以線上視頻進行: https://meet.google.com/uxa-exno-prp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贊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 in Houston), 台塑 (Formosa Plastics Corp.) 

報名/聯繫:黄春蘭 Alice Wen, alice.wen88@gmail.com (鏈接將發送到您的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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