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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no longer my mother’: How the 
election is dividing American families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Mr. Lee’s Commen-
tary and Dairy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Jun Gai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LOS ANGELES (Reuters) - When lifelong Democrat 
Mayra Gomez told her 21-year-old son five months ago 
that she was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in Tuesday’s presi-
dential election, he cut her out of his life.
Bonnie Coughlin wears a protective mask at her home in 
Gilbertsville, Pennsylvania, U.S., October 26, 2020. REU-
TERS/Caitlin Ochs
“He specifically told me, ‘You are no longer my moth-
er, because you are voting for Trump’,” Gomez, 41, a 
personal care worker in Milwaukee, told Reuters. Their 
last conversation was so bitter that she is not sure they can 
reconcile, even if Trump loses his re-election bid.
“The damage is done. In people’s minds, Trump is a mon-
ster. It’s sad. There are people not talking to me anymore, 
and I’m not sure that will change,” said Gomez, who is 
a fan of Trump’s crackdown on illegal immigrants and 
handling of the economy.
Gomez is not alone in thinking the bitter splits within 
families and among friends over Trump’s tumultuous pres-
idency will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repair, even 
after he leaves office - whenever that is.

In interviews with 10 voters - five Trump supporters and 
five backing Democratic candidate Joe Biden - few could 
see the wrecke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used by Trump’s 
tenure fully healing, and most believed them destroyed 
forever.

Throughout his nearly four-year norm-smashing presiden-
cy Trump has stirred strong emotions among both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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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Coughlin wears 
a protective mask at her 
home in Gilbertsville, 
Pennsylvania, U.S., Octo-
ber 26, 2020. REUTERS/
Caitlin Ochs

ers and opponents. Many of his backers admire his moves to 
overhaul immigration, his appointment of conservative judges, 
his willingness to throw convention to the wind and his harsh 
rhetoric, which they call straight talk.
Democrats and other critics see the former real estate devel-
oper and reality show personality as a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a serial liar and a racist who mismanaged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has killed more than 230,000 peo-
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far. Trump dismisses those charac-
terizations as “fake news.”
Now, with Trump trailing Biden in opinion polls,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ask whether the fractures caused by one of the 
most polarizing presidencies in U.S. history could be healed if 
Trump loses the election.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national healing is as easy as 
changing the president,” said Jaime Saal, a psychotherapist at 
the Rochester Center for Behavioral Medicine in Rochester 
Hills, Michigan.

“It takes time and it takes effort, and it takes both parties – no 
pun intended – being willing to let go and move forward,” she 
said.

Saal said tensions in peopl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spiked given the political, health and social dynamics fac-
ing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ten she sees clients who have 
political rifts with siblings, parents or in-laws, as opposed to 
spouses.

NEIGHBOR VS NEIGHBOR

Trump’s election in 2016 divid-
ed families, tore up friendships and turned neighbor against 
neighbor. Many have turned to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deliver 
no-holds-barred posts bashing both Trump and his many crit-
ics, while the president’s own freewheeling tweets have also 
inflamed tensions.

A September report by the non-partisan Pew Research Center 
found that nearly 80% of Trump and Biden supporters said 
they had few or no friends who supported the other candidate.

A study by the Gallup polling organization in January found 
that Trump’s third year in office set a new record 
for party polarization. While 89% of Republicans 
approved of Trump’s performance in office in 2019, 
only 7% of Democrats thought he was doing a good 
job.

Gayle McCormick, 77, who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Wil-
liam, 81, after he voted for Trump in 2016, said, “I think the 
legacy of Trump i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recover from.”

The two still spend time together, although she is now based in 
Vancouver, he in Alaska. Two of her grandchildren no longer 
speak to her because of her support for Democrat Hillary Clin-
ton four years ago. She has also become estranged from other 
relatives and friends who are Trump supporters.

She is not sure those rift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ever 
mend, because each believes the other to have a totally alien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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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50 million Americans have cast 
ballots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11 days to go in the campaign, a pace that 
could lead to the highest voter turnout in 
over a century,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Elections Project on Friday.
The eye-popping figure is a sign of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contest between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and Joe Biden, his Dem-
ocratic challenger, as well as Americans’ 
desire to reduce their risk of exposure to 
Covid-19,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221,000 peopl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Many states have expanded in-person ear-
ly voting and mail-in ballots ahead of elec-
tion day on 3 November, as a safer way to 
vot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high level of early voting has led Mi-
chael McDonald,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ofessor who administers the US Elec-
tions Project, to predict a record turnout 
of about 150 million, representing 65% 

of eligible voters, the highest rate since 
1908.
In Texas, the level of voting has already 
surpassed 70% of the total turnout in 
2016. In Georgia, some have waited 
in line for more than 10 hours to cast 
their ballots. And Wisconsin has seen a 
record number of early votes, with 1.1 
million people having returned their 
ballots as of this week. Voters in Vir-
ginia, Ohio and Georgia have also seen 
long lines at early voting sites.

Tonya Swain votes in Norwalk, Cal-
ifornia, while wearing a coat that 
mimics one worn by Melania Trump 

in 2018 which read, ‘I really don’t 
care. Do u?’ Photograph: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The pandemic has upended campaign 
traditions and its effects are still being 
felt. Americans may find themselves 
waiting days or weeks to know who 
won as election officials count tens of 
millions of mail-in votes. Democrats are 
encouraging supporters to vote early – 
either in person or by mail – amid fea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USPS) may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de-
liver mail-in ballots to election officials 
on time.
Ongoing Republican efforts to restrict 
which votes are counted and how have 
also worried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This week, the supreme court allowed 
Alabama officials to ban curbside vot-
ing. The Iowa supreme court also up-
held a Republican-backed law that could 
prevent election officials from sending 
thousands of mail-in ballots, by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auditors to correct 
voter applications with omitted informa-
tion.

Michael Herron, a government professor 
at Dartmouth and Daniel A Smith, a po-
litical scientist at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lculated that thousands of ballots in the 
swing states of Florida and North Caro-
lina have been flagged for potential re-
jection due to signature defects. “Racial 
minorities and Democrats are dispropor-
tionately more likely to have cast mail 
ballots this election that face rejection,” 
they wrote in the media outlet the Con-
versation.
Trump and Biden met on Thursday night 
for a final debate ahead of election day, 
with Snap polls taken afterwards show-
ing a majority of viewers believed Biden 
had the better showing.
Lagging in national polls, the president 
has been keeping a busy schedule of ral-

lies, although with many voters having 
cast their ballots already, it’s unclear 
what effect the push will have.
On Friday, the president held events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 of Florida, where 
opinion polls show a tight race and over 
4 million votes have already been cast, 
approaching half the total four years ago.
When Trump asked the crowd how many 
had voted, “nearly every hand” went up, 
reported NBC’s Shannon Pettypiece, 
who was at the event.

Boxes of vote-by-mail ballot envelopes 
await processing at the King coun-
ty election headquarters in Renton, 
Washington. Photograph: Ted S War-
ren/AP

Next week Trump will head to Pennsyl-
vania, Michigan, Wisconsin and, some-
what surprisingly, Nebraska. He won 
Pennsylvania, Michigan and Wisconsin 
by less than 1 point in 2016, and recent 
polls show Biden pulling several points 
ahead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Biden, meanwhile, delivered a speech 
in his home state of Delaware on his 
plans for leading a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Biden’s speech comes as the 
US has hit its highest single-day corona-
virus case count since late July, reporting 
71,671 new cases yesterday.
“This president still doesn’t have a plan,” 
Biden said. “He’s given up. He’s quit on 
you. He’s quit on America.”
Echoing his comments during Thursday 
night’s debate, Biden said he would not 
shut down the country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m not going to shut down the country. 
I’m not going to shut down the economy. 
I’m going to shut down the virus,” Biden 
said in Wilmington.(Courtesy /www.
the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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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IS ELECTION DAY 2020!
GO CAST YOUR VOTE!!

Stay Home!          Wear Mask!

Voters wait in line on the first day of in-person early voting in Durham, North 
Carolina. (Photo/J. Drake/Reuters)

Data From The US Elections Project Predicts A Record 150M
Ballots, Representing 65% Of Eligible Voters, For This Election

U.S. 2020 Election Could Have The
Highest Rate Of Voter Turnout Since 1908

LIVE

CORONAVIRUS DIARY

Ni Hao. This is Wea Lee, CEO of
Southern News Group in Houston,
Texas, writing on behalf of the
Asian-American Democrats of Texas.

Tomorrow is Election Day 2020. Please
vote for the candidate who will stand up
for our community and our values of
kindness, honesty and hard work.

Today our n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not only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also racial unrest and the
economic downturn. We as citize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as our
goal to be united and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nation.

This election is not just related to our
future alone, but also is rela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ny people are
expecting our help and a positive result
for the election.

Please go to MyTexasVotes.com to look

up your polling place. Polls will open
from 7:00 AM to 7:00 PM. You can find
assistance in an Asian language if you
should need it.

1111//0202//20202020

Please Go Vote TodayPlease Go Vote Today

Tuesday, November 3, 2020



A general view of a metro that crashed through a stop block and landed on a 
whale tail sculpture at De Akkers subway station in Spijkenisse, near Roter-
dam, Netherlands. REUTERS/Eva Plevie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spray protesters shortly after a moment of silence during a Get 
Out The Vote march in Graham, North Carolina.  Anthony Crider/via REUTERS

Supporters wait for the rally of President Trump at Hickory Regional Airport in Hickory, North 
Carolina. REUTERS/Hannah McKay  

C3Tuesday,  November 03, 2020

Editor’s Choice

Elif Perincek, a three-year-old survivor, holds the thumb of a rescue worker as she is carried out of a col-
lapsed building after an earthquake in the Aegean port city of Izmir, Turkey. Serkan Oktar/Istanbul Fire 
Department

A man looks at his house buried under the pile of rubble and sand following flash floods brought 
by Typhoon ‘Goni’ in Barangay Busay, Daraga town, Albay province, Philippines. REUTERS/
Nino N. Luces  

President Trump kisses his daughter Ivanka at the end of a campaign rally at 
Dubuque Regional Airport in Dubuque, Iowa. REUTERS/Carlos Barria  

Joe Biden pulls down his face mask as he speaks during a campaign event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REUTERS/Kevin Lamarque    

President Trump is seen between pumpkins during a campaign rally at Pittsburgh-Butler Regional Airport in But-
ler, Pennsylvania. REUTERS/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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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usually large voter turnout in Texas 
has persisted through the first 10 days of 
the early voting period, leading experts to 
predict that the state could reach overall 
turnout levels unseen so far this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Tex-
as secretary of state, 6.4 million Texans — 
37.6% of registered voters — had already 
cast their ballots through Thursday. Nearly 
90% of those have been cast in person. 
With a full week left, that’s surpassing the 
total percentage turnout for early voting in 
2012, though still a couple of percentage 
points short of 2016’s early voting turnout. 
Early voting in 2012 and 2016 had about 
one less week.
As of Friday morning, more than half of 
Texas’ counties have already seen a third 
or more of their registered voters partici-
pate. Out of Texas’ largest counties, subur-
ban counties like Collin, Denton, and Wil-
liamson are reporting some of the highest 

turnout rates, surpassing 45%. At Gov. 
Greg Abbott’s order, Texas voters have 
an extra six days of early voting in 
hopes that the polls will be less crowd-
ed during the ongoing coronavirus pan-
demic. The added time, coupled with 
a push from leaders in both parties for 
Texans to cast their ballots early, could 
be a reason for a boost in turnout so far, 
experts say.
“It’s a very different election this year 
because of COVID, concerns with vote-
by-mail and other potential shenani-
gans,” said Michael Li, senior counsel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Brennan Cen-
ter for Justic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vote early, so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we’re just 
moving some votes from Election Day 
to the early voting period or whether it’s 
a huge overall turnout increase.” Tex-
ans’ voting habits have been evolving 

over time. Since the 2008 election, more 
Texans have voted early than on Election 
Day.

In 2016, 59.2% of registered Texans cast 
a ballot. Since 1992, when 72.9% of Tex-
ans voted, the state hasn’t seen turnout 
above 60%. In 1992, there were only 
8.4 million registered voters, and today 
there are 16.9 million. Decision Desk 
HQ, a company that processes election 
and early voting results and the provider 
of The Texas Tribune’s election results 
data, estimated turnout this year will 
be anywhere from 10 million to 12 mil-
lion — the latter of which would be “re-
cord breaking” for Texas, according to a 
spokesperson for the group.
Li, meanwhile, predicted between 11.4 
and 11.5 million Texans would cast 
their ballots by the end of Election Day 
— about 67% of registered voters. And 
Derek Ryan, a Republican voter data ex-
pert, predicted this week that the num-
ber will surpass 12 million The turnout 
appears to be strong among supporters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In his popular 
daily recap of early vote totals Thurs-
day, Ryan reported that voters who in the 
past have voted in Republican primaries 
but not Democratic primaries make up 
31.3% of the early vote, compared with 
26.1% for Democratic primary voters. 
But because 39% of early voters have no 
primary voting history, it’s impossible to 
tell which party is leading in early vote 
turnout. Texans don’t have the option to 
align with a particular party when they 
register to vote.
Still, Democrats have been hailing the 
numbers as an optimistic sign for their 
party.
“Texans are casting their ballots and hav-
ing their voice heard,” said Manny Gar-

cia,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Texas Democratic Party. “If every eligible Texan 
votes, we will win this election.” (Courtesy www.texastribu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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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rs wait in line to cast their ballots at the Sunland Park Mall in El Paso on 
the first day of early voting. Credit: Ivan Pierre Aguirre for The Texas Tribune

Experts Are Predicting That As Many As
12 Million People Could Vote In Texas This Year

Early Voting Numbers In Texas 
Persist, With Largest Overall
Turnout Predicted I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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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已緩和，但港府在放寬部分社交距離

措施的同時，仍加緊應對冬季可能出現的第四波疫情。香港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0月 31日透露，政府已在鰂魚涌、油麻地、沙

田及元朗四區，選定四個地點作為長期檢測中心，招標程序大致完

成，中心運作配套亦已準備就緒，期望本月內可提供服務。另外，她強調內地疫情非常穩定，特區政府豁免

內地港人入境香港強制檢疫14天的安排並無問題，並重申會於月內實施有關安排。

港府選定四地作長期檢測中心
招標大致完成 中心運作配套就緒 盼月內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0月31日新
增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全部均屬外地輸入，並
無本地及源頭不明個案出現，而這亦是連續9日確
診個案維持單位數字。3名患者分別由日本、德國
及巴基斯坦抵港，其中由日本抵港的40歲男子為機
組人員。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10月31日公布，新
增的3宗確診個案，患者年齡介乎19歲至40歲，全
部均是男性，他們於上周四 (10月29日) 分別從日
本、德國及巴基斯坦抵港。

其中由日本抵港的40歲男患者（個案5322）
為貨機機組人員，他上周四（10月29日）乘搭聯
邦快遞（FedEx）FX5004航班抵港，居於西營盤

第三街88號星鑽，但同日出現病徵，經檢測證實
染疫。

另外兩名確診者分別包括一名19歲男子（個案
5323），他亦與上周四乘搭漢莎航空LH796航班由
德國抵港，餘下一人則是 27 歲的男子（個案
5324），他同日乘搭卡塔爾航空QR818航班由巴基
斯坦飛抵香港，兩人均沒有病徵。連同這三宗新個
案，香港至今累計共有5,323宗確診個案及一宗疑
似個案。

10月31日已是連續9天確診個案維持單位數
字，顯示疫情持續緩和。由10月23日至10月31日
的9天內，香港共有43宗確診個案，而當中38宗均
為輸入個案，餘下5宗本地個案中，有3宗仍屬不明

源頭病例。
香港政府的社交網站facebook“添馬台”專頁

10月31日發帖指，經歷九個月的疫情，抗疫已成為
大家的新日常，外出時戴口罩、用酒精搓手液潔
手、時常清潔隨身物品、保持社交距離等已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疫情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只有把抗
疫融入生活，才可逐步有序恢復社交和經濟活動，
並抵禦隨時可能出現的新一波疫情。

另外，香港醫院管理局表示，截至10月31日
早9時前的一天內，有7名確診病人出院，至今已有
5,089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院，而現仍有97名
確診病人分別於19間公立醫院留醫，當中9人情況
危殆，4人情況嚴重，其餘84人情況穩定。

連續9日確診個案維持單位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醫院管理局在香港疫情放緩下，10
月31日宣布將於本周三（4日）開
始，在8間療養醫院重新實施特別探
訪安排，每名病人每星期內將會有一
節一個小時的探訪時間，有關醫院會
協助安排登記一名探訪者於該時段到
訪，而醫管局會因應疫情，考慮將有
關安排逐步擴展至其他醫院。

香港醫管局曾於6月在第二波疫
情緩和後實施有關的特別探訪安排，
惟香港7月爆發第三波疫情，有關安
排亦告暫停。醫管局發言人表示，本
周三8間療養醫院將恢復有關安排，
病房職員10月31日起陸續聯絡病人
家屬進行預約登記，家屬無須另行致
電醫院預約，每周會安排一名登記探
訪的人士，到醫院探望病人一個小
時。

發言人表示，目前世界各地疫情
仍然持續，“緊急應變級別”可能有
需要維持一段時間，而在本地疫情稍
為緩和下，醫管局中央指揮委員會及
傳染病及緊急應變中央委員會，先後
討論及評估探訪安排的感染控制風
險，並同意先在療養醫院再次實施特
別探訪安排。

發言人解釋，長期住院的病人在
心理支援及實際生活上，比較需要得
到家人的支持，而有關的療養醫院或
病房，並沒有接收新冠病毒病人，其

環境亦容許院方實施控制訪客人流措施。醫管
局將根據疫情發展，適度調節有關安排，例如
在情況許可下，考慮逐步擴展至其他醫院或病
房。

訪客進入醫院前，需要遵守感染控制措
施，包括佩戴外科口罩、量度體溫及申報健康
資料等，確保病人、職員以及訪客得到適當的
保護。發言人補充，希望市民理解在目前的疫
情下，探訪安排有所局限，至於其他醫院及病
房，院方會繼續在可行情況下作恩恤安排或視
像探訪。

陳肇始10月3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就4個長期社區檢測中

心已選定地址，分別會設於港島的鰂魚涌
社區會堂、九龍的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
心、新界的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
社區會堂。中心將每周七天運作，由早上8
時至晚上8時開放，預期四個檢測中心可於
本月內提供服務，讓市民自費接受新冠肺
炎病毒檢測。

她並相信，檢測費用可望調低，“當
然我們希望費用能夠盡量低，因為政府提
供了地點，有相關的配套，所以希望可以
將費用減低。”

她續說，食衞局也會購買部分服務，
當某些群組或社區有人感染新冠病毒時，
可以安排相關人士前往檢測。醫管局46間
普通科門診仍會持續免費派發樣本收集
包，並會擴展收樽時間，研究在周末派樽
等。

陳肇始：強檢非扼殺市民自由
特區政府早前表示會就強制檢測的法

律框架作研究，陳肇始透露初步有三個方
向，包括強制有病徵的市民、涉及有個案

爆發的地區或群組，以及高風險行業從業
員接受檢測。

她強調，強制檢測並非扼殺市民自
由，而是希望在疫情較嚴重時能早發現、
早隔離和早治療確診者，在未制訂相關法
律框架前，會研究為私家醫生提供更多誘
因，以安排病人進行病毒檢測。

設配額過關免人群聚集
特區政府在加強檢測的同時，將豁免

內地港人回港檢疫14天。針對香港10月
30日出現的一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44歲
確診男患者9月至10月初曾到訪深圳，10
月6日經深圳灣口岸以豁免人士身份回
港，陳肇始回應表示，該名患者雖曾前往
內地，但對方早於潛伏期之前到內地，而
內地疫情非常穩定，完全無問題，故該個
案無阻政府繼續推行豁免內地港人抵港後
強制檢疫安排的計劃。

她續說，現時有相當數量的港人居於
大灣區，重申特區政府本月內安排他們豁
免回港後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相關工作
已經準備就緒，但兩地關口冀過關時順暢
有序，避免因排隊而引致人群聚集，故會

設置配額，配額數字則有待兩地商討承受
能力，獲豁免者必須持有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可能是一個碼，或者一紙張，要核
實，程序多了，所以是最初流程有待理順
時，都要有些配額先。”

目前，來往內地與香港的關口，只有
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繼續運作。
陳肇始表示，會先讓居於廣東省的港人接
受免檢疫安排，而口岸數目暫時不會增
加。明白到跨境學童等都有需要，她會與
其他政策局商討，檢視如何重開口岸。

被問及何時可以正式通關，陳肇始重
申，“健康碼”的技術雖已完成，但先決
條件是香港疫情穩定，而香港過去14天出
現10宗本地個案，當中半數屬源頭不明，
故希望疫情持續穩定，才有條件與內地通
關。

另外，香港國際機場正測試試用
RT-LAMP快速核酸檢測方法，為搭乘航
機抵港的旅客檢測新冠病毒，陳肇始被問
及有關測試時表示，現時只是進行了數
天，暫時仍未有數據可供分析，強調政府
會評估快速檢測的靈敏度和可靠性，嚴防
輸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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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疫情導致市
民的生活模式大受影響，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對超過
700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精神健康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每5名家長及教職員中，便有一人出現中
度至重度的抑鬱、焦慮和創傷後壓力症等症狀。

是次調查於今年7至10月期間進行，共有581
位小學家長以及149位教職員接受問卷調查，讓香
港精神科學院量度受訪者於疫情期間出現的抑鬱、
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症狀的水平，並查找出產生此
類症狀的初步高危因素。

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增加
調查發現，22.9%父母及21.5%學校工作人員

出現中度至重度的精神健康問題，包括抑鬱、焦慮
和創傷後壓力症症狀，主要常見因素為休閒活動及
社交聚會減少；疫情期間增加了工作的壓力、負擔
和難度；與家人爭執增加；以及難獲得個人防護裝
備例如口罩和酒精搓手液等。另外，要接受家居檢
疫人士、居住地區出現確診病例、因疫情失業等，
均屬高危因素。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常務）陳國齡醫生

表示，與以往流行病學研究相比，在當前疫情期
間，小學家長和學校工作人員的抑鬱、焦慮和創傷
後壓力症水平均升高。

她強調，月份並不是症狀嚴重程度的重要預測
指標，即使10月以來香港本地確診病例有所減少，
但在香港的整體社會環境下，父母和學校工作人員
仍承受着很大的壓力。

她建議家長切勿過分擔憂，在疫情下應做好防
疫措施，並為自己及子女制訂時間表，以保持生活
規律，以及適時尋求情緒支援。

為此，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推展“家校齊家教”
計劃，為小學生家長和學校工作人員提供不同程度
的支持，包括為家長提供基礎訓練、進階的教育工
作坊、同儕互助小組、一對一的家長面談，以及專
業指導，以適切地跟進家長的需要，紓緩他們的壓
力。計劃已於三間社會服務機構，包括東華三院、
香港小童群益會、聖雅各福群會轄下六間小學先導
進行。

逾兩成家長教職員疫下現情緒病

■陳肇始（中）指強制檢測初步有三個方向，包括強制有病徵的市民、涉及
有個案爆發的地區或群組，以及高風險行業從業員接受檢測。

■陳國齡醫生指小學家長和學校工作人員的抑鬱、
焦慮和創傷後壓力症水平均升高。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供圖

■港府就4個長期社區檢測中心已選定地址，分別會設於港島的鰂魚涌社區會
堂、九龍的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新界的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社
區會堂。圖為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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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执导，陈坤、

周迅、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沈月、王紫璇、

王悦伊主演的奇幻电影《侍神令》今日发布定档海

报，宣布于2021年大年初一正式在全国上映。陈坤

最新晴明造型再度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网友纷

纷表示期待：“终于能看到陈坤版三次元的晴明了

！”

电影《侍神令》改编自网易现象级手游《阴阳

师》，影片极富神秘诡谲色彩，将瑰丽奇异的东方

奇幻世界搬上大银幕，海报中陈坤施展阴阳术的手

势仿佛正在预测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风波，更为该

影片蒙上了一层神秘迷离的面纱。该影片讲述了平

京城遭遇强敌，人妖两界风云突变，一场恶战一触

即发，而人妖携手能否化解危机的关键竟在晴明

（陈坤饰）身上，如此动荡的局面是否会因他半人

半妖的身份而化解，令观众拭目以待。

众所周知，陈坤周迅两人自2001年首次搭档以

来，便开启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友谊与合作，联手演

绎了多部影视经典作品。两人相识二十年的第十次

合作实在让人期待，许多影迷表示“很期待这对老

铁即将带来的惊喜，相信两人时隔多年的再度合作

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侍神令》是我2021年

的观影首选”。在先前发布的预告片中，陈坤

手拿折扇掩面而出的画面还让大家记忆犹新，

而这次全新定档海报发布后让该影片的奇幻色

彩愈发浓郁，更让网友好奇影片的故事走向，

以及陈坤周迅所饰演的角色关系究竟是敌是友

。

当晴明的扮演者陈坤被问到首次出演由游戏改

编的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时，他表示：

“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是没有壁的，当我知道

可以通过像电影这样的载体，来呈现游戏中东

方志怪的世界时，我自己特别兴奋，希望可以

震撼更多没有玩过游戏的朋友来一起关注这部

影片。”不少网友在定档海报发布后也表示：

“终于等到《侍神令》定档了，2021年只想坐

等看三次元的晴明！”

该影片从筹备之初便备受关注，大胆选材奇幻

主题并定档大年初一，为春节档观影增添了极大可

选性，《侍神令》也成为了《阴阳师》手游玩家以

及奇幻类型电影爱好者的首选。此次与定档海报同

期发布的剧照也再次展现了该影片强大的演员阵容

，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沈月、王紫璇、王悦

伊等演员倾情加盟出演，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样扑朔

迷离，角色阵营深不可测。

值得一提的是，陈伟霆此次神秘感延续，未曝

光影片剧照引发了网友更多的猜想，而导演李蔚然

此前表示，对于陈伟霆饰演的角色有一份神秘的礼

物，将会在最佳时机为大家揭晓，希望大家保持期

待。奇幻世界的大门即将被打开，在危机面前，大

家能否克服欲望建立信任，合力化解平京城的危机

，完成守护的使命？

电影《侍神令》由工夫影业（宁波）有限公司

、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

公司出品，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执导，陈

坤、周迅、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沈月、王紫

璇、王悦伊主演，将于2021年大年初一正式在全国

上映，敬请期待。

《侍神令》官宣定檔
2021大年初壹見陳坤版晴明

在經歷了因疫情影院關閉、劇組停

工後，國內影視行業正在逐步復蘇。10

月中旬，中國電影票房更是超越北美成

全球第壹。

不過，在這份成績單的背後，國內

影視公司經營狀況是否也逐漸好轉？10

月末，多家影視上市公司公布了第三季

度報告。我們可以從中壹窺國內影視行

業的現狀。

作品背後的生意

從7月20日至10月27日，2020年中

國電影市場已經復工100天。

這期間，電影《八佰》的上映，被

視為國內影視行業“回血”的壹個重要

信號。該片正式上映後，全國電影單日

票房時隔221天後再度破億。

華誼兄弟第三季度報告也提到，

《八佰》取得了較好的票房成績，主營

業務的收入增長，整體業績虧損收窄，

當季公司實現營業收入超7億元，較上

年同期增長45.02%，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6401.95

萬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48.12%。

截至目前，《八佰》票房已突破31

億，位列2020年中國電影票房總榜首位

。

能賣座的作品，已成為今年國內影

視公司扭轉業績頹勢的重要參考。

華誼兄弟第三季度報告顯示，今年

前三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

為虧損3.26億元，同比收窄50.03%。

和《八佰》類似的還有電影《姜子

牙》。該片目前位列2020年中國電影票

房總榜第三。

截至10月11日，光線傳媒來源於該

影片的營業收入區間約為人民幣3.6億元

至人民幣4億元。

10月30日發布的中國電影第三季度

報告稱，年初至國慶檔期間，公司主導

或參與出品並投放市場的影片共5部，

截至本報告日共取得票房40.16億元。其

中，《我和我的家鄉》《奪冠》兩部影

片分別位列2020年中國電影票房總榜第

二、第四。

此外，芒果超媒今年第三季度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超5億元，較

上年同期同比增長197.41%。

有報道分析，芒果超媒當季業績增

長，直接原因來自於爆款綜藝《乘風破

浪的姐姐》等熱門綜藝和《以家人之名

》、《親愛的自己》等熱播劇集，帶動

公司廣告收入和會員收入增長。

影視公司還在虧損嗎？

國內影視上市公司今年8月集中發

布的半年報顯示，受疫情影響，不少公

司上半年業績均出現大幅下滑。

不過，在經過第三季度的復蘇，特

別是電影院於7月20日重新打開大門之

後，壹些公司業績已有好轉跡象。

以橫店影視為例，第三季度雖然仍

在虧損，但虧損有所收窄。

相關報道顯示，第壹、第二季度，

橫店影視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凈利潤分

別為-1.38億元、-1.69億元，第三季度，

橫店影視歸屬上市公司凈利潤為-6158萬

元。

橫店影視第三季度報告

稱，疫情影響對公司短期經

營業績存在壹定影響，但不

影響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

同時，橫店影視在今年第三

季度還新開直營影院16家，

新增銀幕102塊，實現票房收

入超2億元。

類似地，萬達電影前三

季度實現營業收入32.14億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凈利

潤虧損20.15億元。

分析稱，第三季度虧損

4.49億元，較第壹季度5.99億

元和第二季度9.7億元虧損額

均大幅收窄。

對於虧損原因，萬達電

影此前的業績預告中解釋：

受疫情影響，公司下屬600余家國內影

院停業近半年時間，全國電影票房尚未

能恢復至正常水平；此外，由於境外疫

情仍較為嚴重，萬達電影下屬澳洲院線

營業收入大幅下滑。

同時，萬達電影稱，預計第四季度

公司各項經營業務將恢復正常水平。

華策影視第三季度延續上半年的態

勢，營收約7.8億元，同比增長102.9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0.56億

元。

其第三季度報告稱，華策影視在堅

持電視劇、電影兩大核心主業的同時，

繼續加大對版權運營、藝人經紀、音樂

、整合營銷、段視頻等生態業務上的投

入，並在紅人經紀、消費品品牌、直播

電商等衍生業態上加強了與專業公司的

合作，取得積極進展。

未來可期

需要說明的是，本次各家公司集中發

布的業績報告均是三季度報告。這也意味

著，國慶檔的票房數據被排除在外。

據此前報道，今年國慶檔全國電影

市場以近40億元取得中國影史國慶檔票

房第二的成績。

如果考慮到10月以來的復蘇情況，

國內影視行業未來可期。

普華永道10月發布的《2020至2024

年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展望》也顯示，

預計2020年中國電影收入同比大幅下跌

78.1%至約22.6億美元，觀影人次也將從

2019年的18億驟減至4億。但2020年至

2024年，中國電影收入將以37.8%的復

合年增長率快速反彈。

10月 30日，國家統計局官網刊發

《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統計師辛佳解讀

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

企業營業收入數據》壹文。

文章稱，前三季度，以接觸式、聚

集性線下服務為主的文化娛樂休閑服務

雖然仍下降39.9%，但與上半年下降近

50%相比，降幅明顯收窄。

“從下階段看，隨著企業生產經營

狀況持續改善，文化消費需求尤其是線

下文化娛樂進壹步恢復，我國文化產業

發展活力將不斷提升，復蘇態勢將持續

鞏固。”

票房超越北美後 國內影視公司經營狀況好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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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姐香港區決賽舉行 趙桐恩彭紫荊先拔頭籌

新歌鼓舞警隊 各界反應良佳
鍾鎮濤：一個晚上就作好曲

以往不時會出席撐警活動的鍾鎮濤，今次更為香港警隊創
作兼主唱主題曲《捍衛香港》。香港警方在facebook上

傳《捍衛香港》的精華版本，鍾鎮濤在片中表示，很感激警
隊為香港市民付出，因此特意創作出一首《捍衛香港》向警
隊致敬。而警方發放的宣傳片中，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亦粉墨
登場，除上演小劇場外，更大展歌喉，哼唱“看警徽，心有
光，懲治罪犯責肩上，不退讓”，“警隊一哥”唱完後大讚
“很有意義”，獲不少香港市民齊聲讚好，亦有各地的網友
為香港警隊打氣。

鍾鎮濤現正拍攝內地網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
時，對於歌曲深受港人支持，反應很好，他也喜獲不俗回
響：“有很多朋友都發信息給我，都說有聽到這首歌，而且
我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布後，也看到很多網友留言表示很
好聽，也很支持。”

談到當初其作曲意念，鍾鎮濤表示：“其實在過去的一
年多裏，香港警察為香港市民付出了很多，所以我把對香港
警隊的心意，寫進了這首歌，表達對警隊的支持和感激。”
《捍衛香港》由鍾鎮濤作曲、盧永強填詞，而在歌曲MV
中，見有防暴警察在修例風波期間在街邊吃飯盒及休息，並
克盡職守維持社會秩序等畫面。歌詞提到“就算風裏浪裏
闖，滿身沾濕血汗、不退讓，忠誠勇毅理想”更將香港警隊
的剛勇守職表露無遺。

回首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的種種，鍾鎮濤說，香港警察在
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是忠誠勇毅、捍衛香港、有崇高使命感的
執法人員，他們為香港市民付出了很多，希望這首歌能給他
們鼓舞打氣。

成龍借出私人錄音室
問鍾鎮濤今次作曲花了多少時間？他直言一個晚上就作

好：“作曲用了一個晚上就寫出來了，然後編曲和錄製大概花
了一個星期左右。作曲的時候，我希望這首歌的旋律簡單易
記、有氣勢，可以朗朗上口。”鍾鎮濤希望這首歌能和香港警
察一起唱，“他們（警隊）的不同部門也有很多會唱歌的人
才，還有一個管弦樂隊，所以編曲上也邀請了他們的管弦樂隊
一起參與錄製，使得整個歌曲的氣勢更加磅礴。”他又感激成
龍借出其私人錄音室給他們，讓他們整個製作更是順利進行。

鍾鎮濤認為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應該熱愛自己生活的
地方，他強調：“沒有國就沒有家，沒有家就沒有我！”至
於可會擔心因支持警察而遭有心人針對造成壓力？他無畏無
懼地表示：“不會有壓力！”並且會繼續支持警隊。

對此，香港警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表示，警隊一直堅
守崗位，維護香港社會的治安和繁榮穩定，期望透過宣傳有
關歌曲和其正面信息，重建社會互信和正確價值觀。而警隊
上下亦可藉有關歌曲加強自身榮譽感和使命感。

東方之珠需要護航
憑熱血貢獻社群和四方

從開始都知擔當必經風浪
定會英勇自強

維護法治 發聲發光
遇難堪忍讓

遇危險不怕 衝上

就算風裏浪裏闖
滿身沾濕血汗
護法執法路長
鬥志更高更響
看警徽 心有光

懲治罪犯 責肩上
不退讓

忠誠勇毅理想

面對挑戰面對傷
信心不減渴望
護法執法未忘
懲奸黨收法網
看警徽 心有光

無忘誓約用我力量
做個真好漢

愛香港
是我家鄉

捍衛我香港

香 港 文

匯報訊 由鍾鎮濤

作曲及主唱的香港警

隊主題曲《捍衛香港》近

日隆重登場，在各大平台播

出，以表揚警隊上下竭誠守護香

港。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更粉墨登

場，大展歌喉，宣傳片獲許多愛惜香港的

市民讚好，各界反應俱佳。鍾鎮濤表示：

“其實在過去的一年多裏，香港警察

為香港市民付出了很多，所以我

把對香港警隊的心意，寫進

了這首歌，表達對警隊的

支持和感激。”而他

只用了一個晚上

就作好曲，速

度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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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敏夾傷手指 獲老公駕車接送

■警隊中不同部門也有很多會唱歌的人才，並參
與了今次作品獻聲。

■■鍾鎮濤演唱歌曲鍾鎮濤演唱歌曲，，
十分激昂十分激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鍾鎮濤一直支持警
隊，並很感激警隊為香
港市民付出。 網上圖片

■“一哥”鄧炳強(右)更粉墨登場，大展歌喉。
網上圖片

■林淑敏（左）及糖兄妹三位擔任“絕膠大
使”。

■■霆鋒作出霆鋒作出““手手
碟碟””演奏演奏，，型格型格
十足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2020亞洲
小姐競選》的香港區決賽1日晚於亞視總台舉
行，14位候選佳麗10月31日進行最後綵排，
大會並宣布“友誼小姐”及“炫出自我大獎”
兩個獎項，分別由15號趙桐恩和9號彭紫荊獲
得。

14位候選佳麗都備戰積極，其中以4號
張玥、8號高文君和9號彭紫荊狀態最突出。
為了泳衣環節，高文君表示每天都有做腹肌
訓練，張玥也稱有跳舞和行catwalk訓練。問
到二人看好誰能打入三甲，張玥和高文君都

相信各位佳麗都是自己心目中的冠軍。
“友誼小姐”趙桐恩坦言沒想過會得獎，

公布結果時她都感到驚嚇和神情呆滯。獲得
“炫出自我大獎”的彭紫荊就心情激動，她解
釋道：“因為當初我很有信心入圍，但大會通
知我原來是邊緣人物，自己都知有不足之處，
如面對鏡頭、行 catwalk、儀態方面都有不
足，但公司安排近兩個月的訓練，已經幫我改
善好多，所以我心目中自己已是冠軍。”

亞視執行董事陳偉傑表示因受疫情影響，
亞姐總決賽會延遲到明年1月舉行。

■■1414位候選佳麗位候選佳麗
1010月月3131日進行最日進行最
後綵排後綵排。。

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由謝霆
鋒擔任導師的音樂選秀節目《中國好聲
音2020》10月30日晚播出第11集，這集
最終迎來九強誕生。不過最戲劇性的，
是最後一名入圍九強的選手，竟然是霆
鋒最強戰隊自己的內部對決才得以誕
生，面對自己隊員“自相殘殺”，霆鋒
大感無奈。

開場前，霆鋒跟自己隊伍表演《保
重》一曲，雖然一向玩開結他的他這次
改以“手碟”演奏，不過依然型格十
足。表演過後，比賽正式開始。最後，
霆鋒戰隊的學員分別在第七及第八輪的
淘汰賽中連勝兩局，順利入圍九強，而
最後一輪因為是霆鋒隊內部對決，所以
最後一名入圍學員亦是霆鋒戰隊。

九強席位順利誕生，一直以來，霆鋒
跟學員關係緊密，就如這場比賽開始前，
霆鋒便帶領一眾學員busking（街頭路
演），備戰比賽。期間一名男學員正在唱
歌時，霆鋒突然走向圍觀人群，邊拉出一

名女觀眾，邊把她帶
到學員面前並說：
“你幫我一下，鍛
煉他一下，站在這
裏就好了，給他一
點壓力，因為我覺
得他唱歌情感不
夠。”實在十分搞
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全城“絕
膠”日》活動10月31日舉行，三位“絕膠大使”
林淑敏及糖兄妹齊出席支持。林淑敏用膠布包着
瘀腫右手拇指，她苦笑是自己太疲累及大意，日
前收工揸車回家，泊車時手未縮開便關車門，慶
幸沒有骨折，不過也有網上拍下傷勢給醫生看
看。問老公有否好心痛？林淑敏笑謂：“我心痛
隻手指，似沒了半隻手，頭也梳不到，他見我梳
好耐頭，知道我有困難，今日便揸車送我來！”
有否感到好溫暖？她笑說：“我只覺慳番程油，
其實平時他都好內斂，少講這些說話！”

另談到環保，林淑敏表示平日到街市買餸，
盛載過海鮮的膠袋她會洗乾淨重用，而《愛．回
家之開心速遞》全個劇組也受她感染，但有次她
幫道具去拿一支膠飲管，即被滕麗名罵她不應去

代勞，應用鐵飲管，她也明白現在大家用口罩已
經增加了很多垃圾，唯有在其他方面節制一點，
不要製造太多垃圾。

糖兄妹已是第二年任“絕膠大使”，更創作
了兩首環保歌，糖妹表示也感染到身邊朋友多注
意環保，像約吃飯朋友也會審查去些環保小店。
問到男友會否也是環保人士？糖妹即澄清：“不
是男友，是一個心儀對象D君，但他在日本好遠
管不到，亦很久沒見，不過見他生活上也很環
保，日本這方面是做得很好！”問D君是否日本
人？她笑說：“是香港人，我都想係木村拓哉，
他只是個平凡人，沒似什麼人！”10月31日萬聖
節，糖妹也有約人吃飯，但呼籲大家去狂歡也應
盡量少用塑膠，糖兄則笑言年紀大不會外出去
玩，盡量慳番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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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購買20212021 奧巴馬健康保險奧巴馬健康保險註註意事項意事項

作者:安穩保險
楊德清

奧巴馬健保每年的開放期是11月 1
到12月15號，馬上就要開始了，在登記
時需要註意哪些事項呢？

壹． 2021年保險有哪些變化：
1. 個人最多掏腰包醫保費用稍有上

漲，個人為$8550, 壹個家庭為$17,100.
而去年個人則為$8150,家庭 $16300。最
大掏腰包費包括自付額，門診費，即治
療費分攤額。不包括所付保費，保險 計
劃不管的醫療費用。壹旦自己支付的費
用超過了最大數額後，保險計劃會支付
所有計劃所管的費用。從2021年開始，
保險公司有可能(不是必須)將藥廠提供
的藥費支持算入最大掏腰包費用(是好
事)

2. Public Charge 受福利人政策 從
2020年2月起，移民局對受福利人的狀
態定義略有變化。受福利人就是在連續
3年內領取公共福利有超過12個月，這
在申請移民時會被拒絕。申請登記有退
稅補助保費和降低分攤額的奧巴馬健保
不算做享受公共福利。享受低保(Med-
icaid, Chip)的21歲以下的孩子或孕婦也
不會被列入受福利人。

3.奧巴馬資格申訴 若對資格審定結
果不滿，以前只能通過信件申訴，現在
可以在90天內上網或通過傳真申訴。

4. 由於今年疫情原因，在預估收入
時，每人可有$1200,孩子$500 的新冠
Covid -19 援助收入不必算收入。

5. 從2021起，Market Place會定期

通過信息系統檢查，若發現保戶同時也
有投保其他符合要求的計劃比如Medi-
care, Medicaid,CHIP的話，會自動取消
保戶的保險計劃。已入其他符合要求計
劃者不必做登記資格認證

6. 在特殊登記期，允許新加的家庭
成員入不同的計劃。若所在保險公司不
允許這樣做的話全家可以另起保單，選
擇高壹級或低壹級的計劃。過去只允許
加到同樣的計劃裏。

7. 提供小公司保險計劃給員工的雇
主可以連續兩年獲得相當於給員工保費
貢獻部分壹半的稅務減免。條件是雇員
不超過25人，員工平均年薪低於或等於
5萬，雇主給員工保費貢獻50%以上。

二． 如何查詢價格及保費：
想了解所居住區域有哪些計劃及價

格，從現在開始，可以到下面網站上查
詢：
https://www.healthcare.gov/see-plans/
#/

輸入所住地區的郵編，幾個家庭成
員等信息，再輸入家庭收入，在這個區
域可以買到的所有保險計劃及價格都會
顯示出來。

三． 續約保戶註意事項：
若是享受退稅預付降低保費的保戶，通
常會收到兩封信，壹封是從政府CMS來
的，提醒開放期登記的信，另壹封是從
保險公司來的，告訴新壹年的保項及價
格的信。若不采取行動的話通常保險公
司會自動續約，若原來計劃不再提供的
話會續入新的計劃

四． 選保險計劃需要註意事項：
在所居住區域有很多保險計劃可供選擇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計劃呢？
1. 從價格上分白金，金，銀，銅，

高自付額幾種等級。
保費依序降低，白金計劃在雇主保險計
劃裏可以買到，家庭計劃目前尚沒有選
擇。高自付額只有30歲以下或任何年齡
但特別貧困的人才能買。

2. 從醫療單位網絡上分 PPO EPO
HMO 幾種。PPO不受網絡限制，可以去
任何醫療單位接受服務，網絡內付費低
，網絡外付費略高壹點。HMO則不接受
網絡外服務，EPO 是介於二者之間，網
絡比HMO更加廣泛，通常不需要基本
醫生(PCP)的推薦。PPO 計劃也可以在雇
主保險計劃裏買到，在家庭計劃裏尚沒
有選擇。

3. 首先要聽聽自己基本醫生(PCP)的
意見，要選擇基本醫生(PCP)在網絡裏面
的保險計劃。

4. 再聽聽常看的專家醫生的意見，
也要選擇常看的專家在網絡裏的保險計
劃。

5. 若已經知道有壹些需要治療的疾
病的話，要考慮哪裏能接受這個保險計
劃，比如若有重病需要去醫院的話，哪
家醫院能接受治療，因為醫院不是所有
的保險都能接受。

6. 優先考慮購買PPO計劃，公司計
劃可以買到，因為這個計劃不受網絡限
制，所有的醫院，診所，圖像掃描中心
，實驗室都能接受，在有重大疾病時容
易派上用場。其次考慮EPO, 最後考慮
HMO。

五． 享受退稅預付降低保費及
分攤額的條件
1. 退稅補助降低保費(APTC)的收入範
圍是貧困線 100-400%。在這個收入範
圍的保戶，保費可以用退稅提前墊交保
費，降低了按月所需支付的保費金額。
2. 降低分攤額 (CSR)的收入範圍是
100-250% 。符合這個收入範圍的保戶
，自付額，掛號費，治療分攤額都比正
常收入的保戶要低。
3. 2021年保險計劃申請時將以2020
年(不是2021年)的聯邦貧困線作為享受
退稅補助降低保費和分攤額的標準。
2020年貧困線數據見附圖：

4. 從2020年 1月 1日起雇主有可
能提供壹個個人健康補助計劃，叫
HRA, 雇主幫忙支付保費，個人分攤額等
醫療費用。若雇主提供了這樣的選擇，
保戶也能付得起的話，保戶就沒有資格
享受退稅預付保費及降低分攤額了。

六. 哪些人有資格申請

1. 必須居住在美國
2. 美國公民或者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國
人。

3. 沒有被監禁。
七． 如何申請：
1. 可以讓自己熟悉的保險代理幫忙

申請。
2. 若沒有熟悉的保險代理，可以到

下面網站上尋找：
https://www.healthcare.gov/find-assis-
tance/

有兩種選擇，可以尋找自己郵編內
有哪些經紀人，也可以輸入自己的聯系
方式，在這個區域若有經紀人正好在線
，不忙的話在15分鐘之內就會打電話給
您。

3. 不能輕易把自己的信息或登錄密
碼告訴不熟悉的經紀人，以防未經本人
同意而保單被轉。

4. 也可以自己直接申請，不過建議
由專業保險代理幫忙，他們有豐富的經
驗，可以幫您少走彎路，而且保費壹樣
，並不因為有保險代理而變貴，沒有代

理就便宜，而且多了壹層幫助。

八． 登記保險計劃後註意事項：
1. 第壹個月的保費登記好後就盡快

交，若12月31號之前不交的話保單不會
生效

2. 註意來往信件，及時處理。若需
要提供支持文件的話，90天之內需要遞
交，否則保單會被取消。

3. 保費是每月的第壹天應付。若欠
保費的話有個寬限期(grace period).不享
受優惠者是30天，享受優惠者是90天
，過期不付保單就會被取消，而且無法
恢復，而且下年再在這家投保的話必須
得先交清欠費，新保單才可生效。

壹年只有這時候是開放期，若錯過
了，只有特殊情況發生才能登記，所以
盡量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關於此文或2021年健保登記若有任
何問題的話，歡迎與本文作者 安穩保
險 楊 德 清 聯 系 ， 電 話 是
713-952-5031. 微信號：yangdeq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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