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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909//2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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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12465212465人人,, 27992799人死亡人死亡..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735132735132人人，，1552215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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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上週股市持續下跌趨上週股市持續下跌趨
勢勢。。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加劇，，新冠疫苗預計新冠疫苗預計
20212021 年年 44 月才會廣泛使用的消息月才會廣泛使用的消息，，比預期糟糕比預期糟糕
的就業數據的就業數據，，以及新一輪財政救助方案遲遲沒以及新一輪財政救助方案遲遲沒
有通過有通過，，這些因素都影響了投資者情緒這些因素都影響了投資者情緒。。上週上週
，，超級大盤股的表現優於標準普爾超級大盤股的表現優於標準普爾500500指數指數，，但但
微軟微軟、、蘋果蘋果、、NetflixNetflix、、亞馬遜和亞馬遜和 FacebookFacebook 的股的股

票在票在 99 月還是下跌月還是下跌。。疫疫
苗可用時間比最初預計苗可用時間比最初預計
的更遠的消息對小型股的更遠的消息對小型股
和周期性股打擊最大和周期性股打擊最大。。
大法官大法官 GinsburgGinsburg 的逝世的逝世
引發投資者擔憂兩黨之引發投資者擔憂兩黨之
間的政治鬥爭會因最高間的政治鬥爭會因最高
法院提名人而加劇法院提名人而加劇。。歐歐
洲冠狀病毒病例激增也洲冠狀病毒病例激增也
使投資者迴避了一些歐使投資者迴避了一些歐
洲股票洲股票。。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
道 瓊 斯 工 業 指 數 收 盤道 瓊 斯 工 業 指 數 收 盤

2717427174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11..77%%，，年跌幅年跌幅 44..88%%），），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32983298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66%%，，年漲幅年漲幅
22..11%%），），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091410914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11%%
，，年漲幅年漲幅2121..66%%）。）。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股市回落的根本原因是對經濟復甦步上週股市回落的根本原因是對經濟復甦步
伐過高期望的重新調整伐過高期望的重新調整。。在夏季經濟最初急劇在夏季經濟最初急劇
回升之後回升之後，，經濟復甦進入了放緩的階段經濟復甦進入了放緩的階段，，從之從之
前幾個月的前幾個月的VV型複蘇轉換成型複蘇轉換成UU型型。。緩慢增長和緩慢增長和

逐步復甦的情況並不一定轉化為投資者的低迷逐步復甦的情況並不一定轉化為投資者的低迷
回報回報。。繼繼2008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年金融危機之後，，經濟擴張速度經濟擴張速度
是過去是過去7070年來最慢的年來最慢的。。 GDPGDP每年以略高於每年以略高於22％％
的速度增長的速度增長，，然而然而，，在過去的在過去的1010多年多年，，這種這種UU
形的且伴隨著周期性回調的複蘇形的且伴隨著周期性回調的複蘇，，仍然為投資仍然為投資
者帶來了可觀的收益者帶來了可觀的收益。。經過過去幾個月的強勁經過過去幾個月的強勁
反彈之後反彈之後，，市場漲幅可能會放緩市場漲幅可能會放緩，，但漲勢未必但漲勢未必
會用盡會用盡，，而回調可能會證明是健康的而回調可能會證明是健康的。。如在過如在過
去歷史上的幾次牛市的首年去歷史上的幾次牛市的首年，，市場平均回調幅市場平均回調幅
度為度為1010%%，，而平均首年漲幅為而平均首年漲幅為4141%%。。這其中大部這其中大部
分收益是在牛市首年的前六個月中實現的分收益是在牛市首年的前六個月中實現的（（平平
均漲幅均漲幅 6464%%），），但是即使後六個月的收益速度但是即使後六個月的收益速度
放緩放緩，，回報仍高於平均水平回報仍高於平均水平。。

99月份導致股市回落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大型月份導致股市回落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大型
科技股的疲軟科技股的疲軟，，並且對主要市場大盤指數的影並且對主要市場大盤指數的影
響更大響更大。。在在 11 月至月至 88 月之間月之間，，FAANGMFAANGM 股票股票
（（臉書臉書、、蘋果蘋果、、亞馬遜亞馬遜、、NetflixNetflix、、谷歌和微軟谷歌和微軟））
的平均回報率幾乎高於的平均回報率幾乎高於 5454％％，，而標普而標普 500500 指數指數
中其他中其他495495隻股票的平均跌幅為隻股票的平均跌幅為44 ％％。。這種趨勢這種趨勢
在在99月份得到了扭轉月份得到了扭轉，，FAANGMFAANGM的平均股票下的平均股票下
跌跌1212％％，，而其他而其他495495隻股票下跌僅隻股票下跌僅55％％。。鑑於當鑑於當

今的大型科技公司是更成熟今的大型科技公司是更成熟、、利潤更高的公司利潤更高的公司
，，資產負債表上的債務很少資產負債表上的債務很少，，而且明年隨著疫而且明年隨著疫
情好轉企業盈利性有望提高情好轉企業盈利性有望提高，，因此分析師認為因此分析師認為
目前這些公司的估值並不過高目前這些公司的估值並不過高，，不太可能出現不太可能出現
2020年前的科技泡沫現象年前的科技泡沫現象。。

在沒有政府新一輪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在沒有政府新一輪財政支持的情況下，，經經
濟復甦的步伐將會放緩濟復甦的步伐將會放緩。。廣泛的中央銀行和政廣泛的中央銀行和政
府支持相結合是經濟和市場反彈的關鍵組成部府支持相結合是經濟和市場反彈的關鍵組成部
分分。。隨著銀行貨幣政策接近其極限隨著銀行貨幣政策接近其極限，，政府支出政府支出
必須承擔彌合收入和就業差距的負擔必須承擔彌合收入和就業差距的負擔，，直到疫直到疫
情的經濟影響消失情的經濟影響消失。。雖然兩黨遲遲未能達成協雖然兩黨遲遲未能達成協
議議，，但雙方都同意需要更多的支出來抵消疫情但雙方都同意需要更多的支出來抵消疫情
帶來的收入損失帶來的收入損失，，而一旦第二輪救助方案出台而一旦第二輪救助方案出台
，，就會對經濟和股市起到積極作用就會對經濟和股市起到積極作用。。

在此市場環境下在此市場環境下，，建議投資者保持平衡和建議投資者保持平衡和
多元化的同時多元化的同時，，也要保持機會主義也要保持機會主義，，在適當的在適當的
情況下將閒置可用的現金用於長期投資目標情況下將閒置可用的現金用於長期投資目標。。
隨著市場調整的進行隨著市場調整的進行，，落後的資產類別和部門落後的資產類別和部門
（（包括公用事業包括公用事業、、生活必需品和醫療保健等防生活必需品和醫療保健等防
禦領域禦領域））可以提供重新平衡的機會可以提供重新平衡的機會，，以填補投以填補投
資組合中代表性不足的領域的空白資組合中代表性不足的領域的空白。。

根據根據2626日發佈的這份聲明日發佈的這份聲明，，德州委員會已經發現除了傑克遜湖以外德州委員會已經發現除了傑克遜湖以外
的所有地方的水都是安全的的所有地方的水都是安全的，，傑克遜湖的主管官員已經就污染事件發表了傑克遜湖的主管官員已經就污染事件發表了
一份災難聲明一份災難聲明。。

委員會在聲明中說委員會在聲明中說，“，“敦促傑克遜湖居民遵循不要使用水的建議敦促傑克遜湖居民遵循不要使用水的建議，，直直
到供水系統被充分沖洗到供水系統被充分沖洗，，並且樣本表明水可以安全使用並且樣本表明水可以安全使用。。目前尚不知道要目前尚不知道要
花多長時間花多長時間。”。”居民被敦促居民被敦促““不要出於任何目的飲用或使用來自受影響系不要出於任何目的飲用或使用來自受影響系
統的自來水統的自來水，，包括洗澡包括洗澡”。”。根據聲明根據聲明，，居民可以沖廁所居民可以沖廁所，，他們還可以從城他們還可以從城
市免費獲得一箱水市免費獲得一箱水。。

此前在此前在99月月88日日，，傑克遜湖市的官員被告知一名傑克遜湖市的官員被告知一名66歲的男孩因為感染歲的男孩因為感染
這種變形蟲而住院這種變形蟲而住院。。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CNN））報道報道，，得克薩斯州衛得克薩斯州衛
生服務部門後來追蹤到這個男孩在傑克遜湖市民中心玩耍時在噴泉防濺板生服務部門後來追蹤到這個男孩在傑克遜湖市民中心玩耍時在噴泉防濺板
上感染了這種變形蟲上感染了這種變形蟲。。據當地媒體消息據當地媒體消息，，這個名叫約賽亞這個名叫約賽亞··麥金太爾的男麥金太爾的男
孩在身患一種叫做原發性阿米巴腦膜腦炎的感染疾病後孩在身患一種叫做原發性阿米巴腦膜腦炎的感染疾病後，，於於99月月88日死亡日死亡
。。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CDC)的說法的說法，，這種變形蟲存在於溫暖這種變形蟲存在於溫暖
的淡水的淡水，，如湖泊如湖泊、、河流河流、、溫泉以及土壤中溫泉以及土壤中。。人們不會因為吞食被變形蟲污人們不會因為吞食被變形蟲污
染的水源而感染染的水源而感染，，人體通常是因為水體經鼻子進入身體而被感染人體通常是因為水體經鼻子進入身體而被感染。。

德州供水系統疑現食腦蟲德州供水系統疑現食腦蟲
建議人們不要用水建議人們不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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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央行等八部門出手規範供應鏈金融創新

供應鏈金融是近年來融資市場上的

熱門詞，如今，它迎來了建章立制的文

件。記者昨日獲悉，近日人民銀行會同

工業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商務部、國

資委、市場監管總局、銀保監會、外匯

局出臺《關於規範發展供應鏈金融 支持

供應鏈產業鏈穩定循環和優化升級的意

見》（下稱《意見》），提出23條政策

要求和措施，精準服務供應鏈產業鏈完

整穩定，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優化布局。

據了解，市場也在期盼下壹步具體

配套政策的出臺，如供應鏈金融中的電

子簽章、銀行開戶、授信流程改變等。

目前，監管部門已經與市場機構進行初

步溝通，因為細則的操作性較強，所以

如何在防範風險的同時實現制度創新和

突破，還需要審慎認證。

構建完善的供應鏈金融體系
何為供應鏈金融？市場上眾說紛

紜，壹般狹義理解為應收賬款融資，此

次《意見》首次明確了供應鏈金融的概

念，給予其更廣義的定義。

《意見》指出，供應鏈金融是指從

供應鏈產業鏈整體出發，運用金融科技

手段，整合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信

息，在真實交易背景下，構建供應鏈中

占主導地位的核心企業與上下遊企業壹

體化的金融供給體系和風險評估體系，

提供系統性的金融解決方案，以快速響

應產業鏈上企業的結算、融資、財務管

理等綜合需求，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產

業鏈各方價值。

目前市場上有多類機構均提供供應

鏈金融服務。《意見》認為，金融機構

、核心企業、倉儲及物流企業、科技平

臺應聚焦主業，立足於各自專業優勢和

市場定位，加強共享與合作。在業內人

士看來，此舉旨在縮短資金鏈條，提高

效率，降低資金成本。

《意見》還要求，各類保理公司、

小額貸款公司、財務公司開展供應鏈金

融業務的，應嚴格遵守業務範圍，加強

對業務合規性和風險的管理，不得無牌

或超出牌照載明的業務範圍開展金融業

務。各類第三方供應鏈平臺公司不得以

供應鏈金融的名義變相開展金融業務，

不得以供應鏈金融的名義向中小微企業

收取質價不符的服務費用。

中國民生銀行行長鄭萬春認為，

《意見》是我國供應鏈金融的綱領性文

件，為供應鏈金融的規範、發展和創新

奠定了政策框架和制度基礎。《意見》

對供應鏈金融進行正本清源，有利於規

範市場上以供應鏈金融名義開展的各類

業務、各類平臺，有利於供應鏈金融的

健康可持續發展，有利於促進真正的供

應鏈金融創新。

穩定供應鏈產業鏈
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疫情發生以後，供應鏈產業鏈的穩

定暢通循環，對於實體經濟的穩健發展

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利於形成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

鄭萬春說，與普通貸款、債券等金

融工具相比，供應鏈金融圍繞企業之間

的供應、采購等真實交易，將支付結算

、融資、現金管理等金融服務嵌入企業

經營管理的各類場景，金融服務與實體

經濟活動更加貼近、與企業需求的匹配

度和吻合度更高，能夠保障金融“活水

”針對性地註入實體經濟。

為了保障“活水”更好地流入實體

經濟，《意見》強化支付紀律和賬款確

權。供應鏈大型企業應當按照《保障中

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要求，將逾期尚

未支付中小微企業款項的合同數量、金

額等信息納入企業年度報告，通過國家

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示。對

於公示的供應鏈大型企業，逾期尚未支

付中小微企業款項且雙方無分歧的，債

券管理部門應限制其新增債券融資，各

金融機構應客觀評估其風險，審慎提供

新增融資。

同時，《意見》維護產業生態良性

循環。核心企業不得壹邊故意占用上下

遊企業賬款、壹邊通過關聯機構提供應

收賬款融資賺取利息。各類供應鏈金融

服務平臺應付賬款的流轉應采用合法合

規的金融工具，不得封閉循環和限定融

資服務方。核心企業、第三方供應鏈平

臺公司以供應鏈金融的名義擠占中小微

企業利益的，相關部門應及時糾偏。

提升線上化和數字化水平
更好服務中小微企業融資
據接近央行人士介紹，供應鏈產業

鏈的風控體系下，涉及中小微企業數量

眾多，對於中小微企業的服務類似於對

公服務裏面的零售業務，因此對金融機

構的線上化、數字化水平提出較高要求。

《意見》提出，推動金融機構、核心

企業、政府部門、第三方專業機構等各方

加強信息共享，依托核心企業構建上下遊

壹體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統、信

用評估和風險管理體系，動態把握中小微

企業的經營狀況，建立金融機構與實體企

業之間更加穩定緊密的關系。

《意見》要求，探索提升供應鏈融

資結算線上化和數字化水平。在供應鏈

交易信息清晰可視、現金流和風險可控

的條件下，銀行可通過供應鏈上遊企業

融資試點的方式，開展線上貸前、貸中

、貸後“三查”。支持探索使用電子簽

章在線簽署合同，進行身份認證核查、

遠程視頻簽約驗證。支持銀行間電子認

證互通互認。

歐洲企業繼續青睞中國市場
綜合報導 現年52歲的斯特凡· 多博茨基是奧

地利知名紡織材料供應商蘭精集團“掌門人”。近

日，蘭精集團的化纖產品搭上首趟從奧地利首都維

也納出發的中歐班列，奔向中國。

對多博茨基和他的公司來說，這趟貨運列車更

似“專列”，全部41個集裝箱滿載蘭精集團的產

品，價值約180萬歐元。這些“奧地利制造”將隨

列車跋涉壹萬多公裏，最終抵達中國上海。多博茨

基說，中國是蘭精集團最重要的國際市場。隨著中

國經濟逐步恢復，蘭精集團對華供貨量不斷增加，

並持續看好中國市場。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歐班列開行數量逆

勢增長，截至7月已連續三個月每月開行超千列，

連續五個月實現同比兩位數增長，在疫情防控、復

工復產和穩定全球供應鏈等方面持續發揮作用。中

歐班列成為後疫情時代中歐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的縮

影。

壹方面，在全球貿易艱難復蘇的背景下，歐洲

企業源源不斷地將本地產品運往中國，搶抓中國需

求率先復蘇、中國市場潛力巨大的機遇；另壹方面

，歐洲跨國公司持續擴大在華業務與投資，在疫情

條件下用實際行動為中國經濟持續向好、對外開放

不斷加深投下信任票。

5月底，歐洲最大車企德國大眾汽車

集團宣布在華投資21億歐元，大力推進電

動車業務發展。大眾汽車集團(中國)首席

執行官馮思翰表示，此次投資將使大眾集團在中國的

本土化發展以及可持續移動出行戰略進壹步深化。中

國市場的進壹步開放也將給大眾帶來更多機遇。

7月，法國達能集團宣布投資1億歐元“加碼

”在華業務，重點提升本地研發創新能力，並及時

將研發成果產業化。“疫情並沒有阻擋中國政府進

壹步推進新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步伐。我們看到

外商投資法落地實施，為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提

供了法治保障，壹系列自貿試驗區的成功經驗得到

進壹步復制推廣，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不斷擴

容。”達能全球高級副總裁李健表示，達能堅信中

國市場的發展潛力，未來將繼續紮根中國，逐步擴

大投資並加大科技創新。

8月中旬，德國知名叉車制造及供應鏈解決方案供

應商凱傲集團位於濟南的新工廠建設項目奠基動工，

該工廠面積22.3萬平方米，計劃2022年投產。凱傲集

團首席執行官戈登·裏斯克表示，中國已從新冠肺炎疫

情中快速復蘇。作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之壹，中國

市場在凱傲的企業戰略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凱傲也將

更有效地利用中國這壹重要市場的潛力。

柏林商業與技術夥伴公司首席執行官斯特凡·

弗蘭茨克表示，期待與中國在數字醫療、電子教

育、未來出行、儲能和智慧城市等領域加強合作。

“中國將在世界經濟復蘇過程中扮演火車頭角

色。”瑞士經濟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魯道夫· 明施表

示。

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3 產經兩
地

■責任編輯：何佩珊

港創意手袋
海外受落小眾品牌 線上生意續增

踏上二元橋
拓內地市場

疫情下

零 售 業 重

創，香港本

地品牌受影

響的程度可

能更大。手袋品牌POMCH總監兼創辦人戴嘉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疫情下公司惟有加強網上推

廣，力吸海外客，事實亦證明策略有效，線上生意一直

增長，甚至比線下更理想。目前線上、線下的比例已達

到六四比，因為不只是本地客，網上銷售還可以吸納海

外顧客，尤其是美國地區的線上生意做得特別好，海外

客戶更能接受小眾品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網銷美國
 
$	&�

非牟利時裝推廣機構Fashion Farm Foundation
（FFF）自2015年推出FFFRIDAY企劃，

每年會以創新的方式為香港時裝界提供曝光機
會，戴嘉昌稱，每年的FFFRIDAY企劃都會參
加，今年在疫情下則集中在網上推廣，而他的手
袋業務今年也增加線上平台推廣，當中有嘗試過
在第三方平台出售旗下品牌的手袋，但他始終覺
得在自家線上平台推廣較為理想，現時線上、線
下訂單比例已達到六四比，尤其以美國地區的線
上生意做得特別好。

擬搶攻日韓星等地
戴嘉昌進一步解釋，美國顧客反而較本地客

更願意購買商家自家創作品牌的產品，因為美國
消費者接受小眾品牌的程度較高，以海外訂單來
計，平均每張單約1,000港元，算是理想的單價，
他相信未來還有上升空間，因為隨着航運班次穩
定，相信運費會有所回落，加快線上生意增長。
至於海外推廣方面，戴嘉昌稱未來會集中在日
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宣傳。

POMCH於2014年於中環元創坊（PMQ）
正式開設第一間專賣店，至今有6年時間。戴

嘉昌表示，在元創坊開店可以令更多人認識品
牌，提升知名度，而且元創坊會不定時帶商戶
到世界各地參展，例如日本、上海和韓國等
地，對開拓海外市場有幫助。

產品“長青”概念最重要
品牌的市場定位方面，戴嘉昌表示不想過於

強調旗下的手袋是“手作、人手製造”，因為他
的產品也有用到機械輔助，相反他想消費者留意
他的品牌創意。

設計概念方面，戴嘉昌認為不需要經常推出
新款吸引消費者注意，反而“長青”不過時的產
品更為重要，雖然他的產品在設計上較為中性，
但購買其產品的顧客群大多數為女性，未來會增
加在男性客人上的推廣。

POMCH的產品是運用工業常用的真空吸塑
技術，創造出玩味配飾，如手提袋、肩袋、錢
袋、名片套等，戴嘉昌在創立品牌前期，以實驗
性質將士巴拿放入實驗室的吸塑機，製作成首件
立體印紋PVC手提包，其後將螺絲批及士巴拿凹
凸紋印在軟膠上製作產品，也是POMCH最初期
的產品。

除海外市場之外，內地同樣是香港自
家品牌的重要發展地，戴嘉昌稱POMCH
於深圳設有辦公室和工場，辦公室主要做
前期設計工作，有3名內地同事，而工場
則有3位師傅，主要是接單生產，香港的
中環元創坊店就集中做前線銷售，客人以
旅客為主。

設深圳據點 助減低成本
被問及為何香港品牌會在深圳開設辦

公室和工場，戴嘉昌稱一直有將產品推廣
到內地，而且現在於內地落廣告也相對容
易，例如小紅書和微信等，不用再經中
介，可以因應預算來落廣告，自主性較
大，加上香港和內地稅制不同，為了方便
往來，所以在深圳設辦公室，同時也有助
減輕成本。

此外，戴嘉昌表示該品牌已經加入了
前海深港設計創意產業園“二元橋”，二
元橋是一個國際創意人才、品牌及公司與
內地企業及市場連接互通的交流及業務配
對平台，他相信有利其品牌在內地發展，
雖然因為疫情拖延了進入園區的進度，但
他相信第四季會有進展。

談及本地客對自家創作品牌的喜好，
戴嘉昌認為香港消費者未必會太留意自家
創作品牌，願意花費購買香港品牌的金額
大約為500至1,000港元，但就會願意花費
在名牌上；相反，內地消費者的接受程度
高，年青的內地消費者都會願意花錢在內
地自家品牌上，因為內地有不少具質素的
自家品牌。

■戴嘉昌認為雖然疫情拖延了品牌進入內
地的進度，但他相信第四季會有進展。

■■戴嘉昌指美國顧客更願意購買戴嘉昌指美國顧客更願意購買
POMCHPOMCH自家創作品牌的產品自家創作品牌的產品，，因為美因為美
國消費者接受小眾品牌的程度較高國消費者接受小眾品牌的程度較高。。

▶ ▶ POMCH產品運用工業用的真空吸塑技
術，創造出玩味十足的手提袋、肩袋、錢袋、
名片套等。



BB44
星期二       2020年9月29日       Tuesday,September 29, 2020

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選舉停選舉停選舉停選舉停﹑﹑﹑﹑看看看看﹑﹑﹑﹑聽聽聽聽﹗﹗﹗﹗
休斯頓哈里斯縣選務專員周浩恩休斯頓哈里斯縣選務專員周浩恩休斯頓哈里斯縣選務專員周浩恩休斯頓哈里斯縣選務專員周浩恩﹑﹑﹑﹑芮久玟呼籲華人踴躍投票芮久玟呼籲華人踴躍投票芮久玟呼籲華人踴躍投票芮久玟呼籲華人踴躍投票﹗﹗﹗﹗

隨著大選步步逼近，呼籲投票的聲

浪也越來越踴躍，本台獨家邀請到

哈里斯縣兩位華裔選務官，和華人

社群大談投票重要性。

兩位華裔選務官簡介兩位華裔選務官簡介

● 哈里斯縣行政辦公室創新科主任

周浩恩：糖城長大，高中就讀 Dull-
es High，考上萊斯大學即展對政治

的熱愛，並有機會到國會山莊副議

長南希．佩洛西辦公室實習，今年

不到 30歲的他，就被Chris Collins延
攬進入選務團隊，未來潛力十足。

● 哈里斯縣行政辦公室華裔選民選

舉宣傳召集人芮久玟（JoAnne Ray）
：畢業加州大學碩士班，有多年資

料分析師經歷，學經歷俱優，在行

政辦公室較為資深，未來他將與周

浩恩搭配，共同號召共同華人出來

投票展現民主的力量。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芮久玟指出，哈里斯郡是全德州唯

一一個有中文選票服務的地區，這

項成果得來不易，因為過去許多華

裔領導人的努力，

到了 2011年開始才

有這項服務，便利

華裔選民。因此華

裔選民務必十分珍

惜，踴躍投票展現

華裔在地方上的影

響力，未來才會有

更多相關的服務。

今年首次實施免下今年首次實施免下

車投票車投票

2020 年因為疫情影

響，哈里斯縣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

就由周浩恩領軍，實施了首次的免

下車投票，成效十分顯著。因此今

年 11月的大選，也將延用這個模式

，讓民眾可以不用與人群接觸，就

安全進行投票。

周浩恩提醒，目前開闢了 10個免下

車投票站，從早上 7:00 到晚上 7:00
都會開放，可以上harrisvotes.com查

看離自家最近的投票點。

周浩恩指出，目前哈里斯縣行政辦

公室建立了安全投票 S.A.F.E.選舉計

劃，以保證選舉將是安全(Secure)，
方便可行 (Accessible)，公平 (Fair)，
以及有效率(Efficient)。一切準備就

緒，就怕民眾不來投票！

20202020社會亂象社會亂象，，激發青年投票意願激發青年投票意願

周浩恩指出，目前他這一代的許多

年輕人，對於政治都有極高熱忱，

特別是因為 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

社會、種族、經濟、政治、外交等

方方面面都出現了許多變化，更加

刺激他同輩的年輕人對於政治的關

。他也認為，這次總統大選是一個

能讓年輕人展現聲音、權利，並促

成改變的一次機會。

華裔別只明哲保身華裔別只明哲保身，，否則成否則成Easy TarEasy Tar--
getget！！
芮久玟認為，華裔注重的無外乎就

是考上好大學、找好工作、成家立

業，對政治的敏感度相對低落。她

在觀察發現，因為不

同文化背景的緣故，

非裔對於政治就十分

熱衷。芮久玟提醒，

雖然華裔社經地位普

遍偏高，但一旦景氣

不好，華裔很容易在

美 國 社 會 上 被 視 作

Easy target、或遭到排

擠。因此她呼籲，對

於政治與法律的認識

應該是家教中的一部

分，要讓孩子從小就

培養對這方面的認識

。

地方選舉超複雜地方選舉超複雜，，如如

何入門何入門？？

芮久玟表示，作為選

務人員的這段日子，

很常聽到民眾諮詢地

方選舉相關議題，相

比總統大選熱度高，

地方選舉往往讓人一

頭霧水，因此她指出

她們也致力於讓民眾

更了解地方選舉，也指出自己非常

樂意回答華裔選民的任何問題。

她指出，地方選舉往往影響了民眾

的地稅、房屋稅、學區、道路修復

、設施建設等方方面面，如果你家

社區一碰上颶風就淹水、道路凹凸

不平，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投票

，選出最合適的領導人，做到監督

政府的工作。

Drive Thru Voting
Locations

NRG Arena 
Hall D
1 NRG Parkway
Houston, 77054

1

Fallbrook Church
12512 Walters Road
Houston, TX 77014

7

John Phelps Harris County
Courthouse Annex
101 S Richey Street
 Pasadena, TX 77506

9

Humble Civic Center
8233 Will Clayton Pkwy.
 Humble, TX 77338

10

HCC Alief Bissonnet
13803 Bissonnet Street
Houston, TX 77083

8

Toyota Center  
VIP A and B
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77002

2

Houston Food Bank 
Community Room
535 Portwall Street
Houston, 77029

3

Resurrection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Classrooms 106 & 108
2025 West 11th Street
 Houston, 77008

55

Kingdom Builders Center 
Great Room
6011 West Orem Drive
Houston, 77085

56

HCC West Loop South 
Auditorium
5601 West Loop South
 Houston, 7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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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特朗普總統週日特朗普總統週日
（（99月月2727日日））表示表示，，他要求民主黨競選對手喬他要求民主黨競選對手喬··拜拜
登在下星期二即將舉行的總統辯論之前或之後直登在下星期二即將舉行的總統辯論之前或之後直
接進行毒品測試接進行毒品測試。。

特朗普在早上特朗普在早上1010點之前在推特上發布了這一點之前在推特上發布了這一
消息消息，，他表示他表示，，如果拜登同意如果拜登同意，，他也將同意進行他也將同意進行
毒品測試毒品測試。。總統說總統說，，毒品只能解釋拜登過去不平毒品只能解釋拜登過去不平
衡的辯論表現衡的辯論表現。。

特朗普寫道特朗普寫道：“：“在下星期二晚上辯論之前或在下星期二晚上辯論之前或
之後之後，，我將強烈要求對昏睡的喬我將強烈要求對昏睡的喬··拜登進行毒品測拜登進行毒品測
試試。。 當然當然，，我也同意參加我也同意參加。。 坦率地說坦率地說，，他的辯論他的辯論
表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不平衡紀錄表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不平衡紀錄。。 只有毒品可只有毒品可
以引起這種差異以引起這種差異？？？”？？？”

特朗普發表這些言論是因為拜登小組最近告特朗普發表這些言論是因為拜登小組最近告
訴訴《《衛報衛報》（》（GuardianGuardian））的消息的消息，，他們希望他像他們希望他像
在在 20122012 年與對手副總統候選人的保羅年與對手副總統候選人的保羅··瑞安瑞安
（（Paul RyanPaul Ryan））的辯論一樣脫穎而出的辯論一樣脫穎而出，，使充滿活力使充滿活力
的辯論表演得以重演的辯論表演得以重演，，這有助於重振當時的奧巴這有助於重振當時的奧巴
馬總統的競選活動馬總統的競選活動。。從那時起從那時起，，拜登的紀錄就因拜登的紀錄就因
他在他在20202020年總統競選期間屢次被口頭表達失誤而年總統競選期間屢次被口頭表達失誤而
蒙羞蒙羞。。

特朗普在周日早些時候播出的特朗普在周日早些時候播出的““福克斯與朋福克斯與朋
友友””專訪中說專訪中說，，他每天都在為即將在俄亥俄州克他每天都在為即將在俄亥俄州克
利夫蘭舉行的針對拜登的辯論做準備利夫蘭舉行的針對拜登的辯論做準備。。

特朗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特朗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當總統時當總統時，，
您會看到他們提出的所有要求您會看到他們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們可能會完全他們可能會完全
不同意您的意見不同意您的意見，，但我們做得很好但我們做得很好。。我們創造了我們創造了
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體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體。”。” ““經濟有些下滑經濟有些下滑，，我我
們關閉了它們關閉了它，，通過做我所做的事通過做我所做的事，，我們挽救了成我們挽救了成

千上萬的生命千上萬的生命。。現在現在，，我們又將經濟帶回來了我們又將經濟帶回來了。。
””

拜登呼籲參議院不要在特朗普的最高法院提拜登呼籲參議院不要在特朗普的最高法院提
名上採取行動名上採取行動，，直到選民在直到選民在1111月月33日投票之後日投票之後。。
他還加大了對巴雷特的攻擊他還加大了對巴雷特的攻擊，，他將巴雷特形容為他將巴雷特形容為
““其書面記錄與法院不同意維持其書面記錄與法院不同意維持《《平價醫療法案平價醫療法案
》》的決定的一名法學家的決定的一名法學家。”。”

拜登在推特上說拜登在推特上說：“：“在大流行之中在大流行之中，，唐納德唐納德··
特朗普正試圖通過大法官的確認來迫使他消滅奧特朗普正試圖通過大法官的確認來迫使他消滅奧
巴馬醫改巴馬醫改。”。” ““醫療保健處於危險之中醫療保健處於危險之中。。 已有條已有條
件的保護處於危險之中件的保護處於危險之中。。 我們不能讓他們贏我們不能讓他們贏。”。”

第一次總統辯論將由福克斯新聞的克裏斯第一次總統辯論將由福克斯新聞的克裏斯··華華
萊士主持萊士主持，，並將涵蓋候選人的記錄並將涵蓋候選人的記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冠狀病毒大流行冠狀病毒大流行、、經濟經濟、、城市中的種族和暴力以城市中的種族和暴力以
及選舉的完整性等及選舉的完整性等。。

在周日的幾項後續推文中在周日的幾項後續推文中，，特朗普還回應了特朗普還回應了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參議員理查德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參議員理查德··布魯門撒爾布魯門撒爾
（（Richard BlumenthalRichard Blumenthal））的攻擊的攻擊，，參議院司法委員參議院司法委員
會成員日前表示會成員日前表示，，他不會證實巴雷特或任何提名他不會證實巴雷特或任何提名
候選人的提議候選人的提議。。他說他說：“：“這是作為非法偽造程序這是作為非法偽造程序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由於離選舉前僅一個月由於離選舉前僅一個月，，美國人已經美國人已經
在投票在投票。”。”

特朗普表示特朗普表示，，布魯門撒爾一再對在越南戰爭布魯門撒爾一再對在越南戰爭
中服役撒謊中服役撒謊，，稱他為稱他為““參議員的笑話參議員的笑話”。”。他還抨他還抨
擊麥克擊麥克··布隆伯格布隆伯格““賄賂前囚犯出去投票支持昏睡賄賂前囚犯出去投票支持昏睡
的喬的喬”。”。特朗普宣布特朗普宣布：“：“如果奧巴馬醫改在最高如果奧巴馬醫改在最高
法院被終止法院被終止，，奧巴馬醫改將被更好奧巴馬醫改將被更好、、更便宜的方更便宜的方
案替代案替代，，對於美國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對於美國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公平競爭公平競爭 特朗普呼籲拜登在總統辯特朗普呼籲拜登在總統辯
論之前或之後進行毒品測試論之前或之後進行毒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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