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6

Top USA Investment

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1月5日 星期四
Thursday, November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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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與副手賀錦麗一同現身進行全國演說，他表示，不
是宣布勝選，但經過一整夜的開票計算，他相信自己的團隊
將成為最後贏家。拜登同時呼籲美國人民必須停止將對手視
為敵人，現在是該團結的時候了。

拜登表示，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選舉，有超過1.5億人投
票，歷經整夜開票計算，他們認為團隊可以贏得足夠的州，
將有機會跨過門檻，達到贏得總統職位所需的270張選舉人
票。拜登強調，他不是宣布已經勝選，但相信 「我們將成為
贏家」 。

拜登指出，他以大約2萬票之差贏得威斯康辛州，與川
普4年前取得該州差距差不多；在密西根州他則以超過3萬
5000票差距領先，大幅超過川普2016年的贏面；他也非常
看好自己在賓州的選情。拜登表示，特別重要的是，他贏得
多數美國人民的選票，各種跡像都顯示，雙方差距還會再拉
大，他預計會贏得美國史上最高普選票得票數。

面對選舉造成的社會動盪紛亂，拜登呼籲美國人民必須
停止將對手視為敵人。他說，許多美國人正感到焦慮和分裂
，儘管全國各地都有反對意見，但現在是團結的時候了。

拜登、賀錦麗： 我們堅信成為贏家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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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國總統大選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拉
鉅戰，川普和拜登正在等待最後六州的選
票結果， 以決定誰是下任白宮主人。

不過川普總統稍早已自行宣布當選，
並誓言他的律師團隊將做好上訴最高法院
的準備。

此次大選在我們華亞裔社區激起了巨
大之熱情， 並創下有史以來最高的投票記
錄。

我們目前所面臨之困境仍然是新冠疫
情、经濟、教育及移民政策，不論何人來
領導這個國家，皆會面對艱難之挑戰。

美南新聞團隊仍然在新聞最前線， 繼
續邀請各位人士及學者專家來討論大選之
進展。

總統大選尚未明朗，我們期待大家耐
心等待，尊重體制，為民主政治再寫下新
的一頁。

The elec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is coming down to a count of
thousands of ballots in key battleground states.

Our TV station broadcast a live talk show on
election night and many schola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Biden holds a narrow margin of 224-213 in the
electoral voting totals. Under the Electoral College
process, a candidate must reach the 270 mark to

win the presidency.

President Trump said from the White Hous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we already have won it.”

Biden warned that each side needed to wait for all
the votes to be counted. He said that, “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patient until the hard work of
tallying the votes is finished.”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will be for our
community, we still have four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all of us. These
include the pandemic, the
economy,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The 2020 election really
represents a milestone for
our community. Never
before have so many
people gone out to vote,
and many Asians actually
ran for public office.

This is an historical time for
all of us. How to solve the
country’s problems
depends on all of us.

We all hope the new
leadership will give us new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111//0404//2020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Still Going OnStill Going On
總統大選總統大選 戰情未明戰情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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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group
 用戶請注意

參加新計劃 2021 享受更多福利

配    眼    鏡： $200 一年
保    健    品：高達 $1200 一年
助    聽    器：$3000 一年
牙 齒 保 險 ：高達 $4000 一年

李元鐘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華埠大廈 

(832)500-3228

詭譎多變的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正如眾人
在選前所預期的,在投票當日不會有結果，開票
日很有可能延長為開票週，甚或上至最高法院,
由9位大法官來裁決定奪, 而這一切劇本似乎也
不出大家所料，但有八個字是我們必須去恪守
的,那就是:尊重選票、敬重民主！

已經是美國中部時間凌晨二時，CNN的大
選開票中心依然告知大家:” 離開票的最後結
果還太早”( Too Early To Call), 並把關鍵搖擺
州密州、賓州、威州與內華達州列為最後勝敗
的決戰點, 雖然拜登目前仍以224張選舉人票多
過川普的213張, 但在上述這四個關鍵州裡,兩
人都在勝負誤差內,而且川普佔有優勢，現在拜
登只有等待密、威、內三州共計32張票去陣到
270票來扭轉劣勢, 有相當大的難度, 而賓州需
等待三天後收到郵寄選票統計後才算數, 密州
則更久,只要選票上的郵戳是11月3日之前蓋上
的,在往後的兩周內收到都視為有效票，拜登已
呼籲支持他的選民要有耐心等待遲來的勝利,

但川普則急著宣稱已贏得這場選舉, 他早在選
舉日之前就開始攻擊拜登，利用所謂的法律挑
戰來阻止關鍵州的合法投票，也以技術理由取
消晚到選票的資格,並揚言要求最高法院裁定停
止計票，結束選舉。

這次選舉是自2008年以來最激情的一次,
這很可能是源於川普糟糕失序的任期表現，因
而激勵了上億美國人參與投票，今年提前投票
人數之多甚至超過2016年總統大選的全部投票
人數，這直接導致11月3日正式投票日顯得稍
顯平靜。

朋友們,現在大選已過，我們都應平心靜氣
等待投票最後結果的到來，請遠離意識形態的
危險懸崖，並保持良好的心態,如果你支持的候
選人沒有獲勝，不需氣餒,那不是世界的末日,
世界並不會因此終結。如果你支持的候選人順
利入主白宮, 在為他歡呼慶興後,你要在未來四
年時時鞭策他，督促他去推動你所希望的改變
, 並讓美國變得更加偉大。

李著華觀點︰票沒開完--請尊重選票 敬重民主

台灣最近受到川普不少照顧，民調也顯示
台灣人普遍支持川普，其實以色列也是強烈支
持川普的國家，許多以色列人還特別為他禱告
。不過也有人擔心，川普的第二任期可能會出
現政策改變，希望民眾不要太一廂情願。

俄國衛星網報導，在以色列，最受歡迎的
新聞評論就是2020年美國大選，當地媒體可
以一路報導到深夜，各頻道都有特別節目，各
種評論和分析。

雖就像世界上許多其他新聞媒體一樣，這
些以色列媒體人，普遍認為民主黨候選人喬拜
登會以的壓倒性勝利。他們多半表達對川普的
不滿。

但是在以色列的網路上，社交媒體的評論
多半支持川普，有些人在推特上貼上自己祈禱
的照片，並留言 「上帝保佑你，並以我們聖殿
之名，希望你勝利，阿們！」

民調指出，70％的以色列人希望看到川普
連任，這些推文也就不足為奇。

川普在過去以年，做出許多將對以色列有
利的政策，包括他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
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到此處，從而引發了其
他國家的效仿。

他承認約旦西岸猶太人定居點的合法性，
並對伊朗、真主黨實施各種制裁，並阻止巴勒

斯坦人團體在以色列合法化的努力。
更明顯的是，他為以色列與2個穆斯林國

家(巴林、阿聯)，達成關性正常化協議，這是
過往任何美國總統都沒有做到的紀錄。

許多人希望，他的第2個任期將為以色列
帶來更多的好處。一名網友表示，他希望在未
來4年，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建立
良好關係。

然而，也有一些人對川普的後4年感到不
太樂觀。反川普的人表示： 「川普只是在做對
自己有利的事，雖然現在看似美國與以色列在
同一輛車，但如果他覺得把以色列踢下車有利
可圖，他會毫不遲疑的踢出這一腿。」

另一個反川普的留言： 「要是川普再次當
選，我們將注定活在一個愚蠢的世界中，，對
此我無話可說。」

這些批評者多屬以色列自由派人士，他們
除了看不起川普挑釁性的講話方式以外，也抨
擊他的中東政策，認為從長遠來看，他這些決
定，都可能使以色列處境危險。

例如，美國在決定退出伊朗核協議後，他
們寧願對伊朗實施制裁，而不是坐下來進行談
判。然而美國迅速從敘利亞撤軍，等於讓土耳
其和俄羅斯等其他國家來主持此處秩序。

以色列人普遍支持川普 甚至為他禱告

波特蘭自今年夏天起便頻頻出現黑人平權抗議活動。隨著美國總統大選與地方選舉3日同時登
場，數百名訴求 「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支持種族正義的波特蘭民眾也選擇同日上街抗議。總統大選
選情的膠著，更讓波特蘭抗議者情緒激動，他們繞行市區並焚燒國旗，氣氛相當緊張。

報導表示，抗議者由該市東南聚集，隨後展開遊街行程。部分示威者還走到位於市中心的司法
中心，該處是抗議警察暴力的主要聚點。部分示威群眾遭警方驅逐，2人遭到逮捕。另有一小群人
敲破波特蘭州立大學校設窗戶，當局則宣布抗議人士為非法集會。

當地媒體指出，主張種族正義的抗議人士，長期以來批判總統川普與波特蘭市長惠勒的種族政
策。隨著選舉邁入尾聲，惠勒取得壓倒性勝利，而總統大選選情卻呈現膠著，攪動抗議民眾的情緒
。1名抗議人士高呼， 「川普再贏4年，人民會抓狂」 。

這場抗議的訴求為市長應削減警局預算5000萬美元，並用於波特蘭的黑人身上。主辦單位舉行
一系列為繞在黑人主題的演講與表演，並設立醫療據點與發放免費食物。抗議者高呼 「沒有警察！
沒有監獄！完全廢除！」

不過，早在大選前夕，俄勒岡州州長布朗便已 「超前部署」 ，宣布波特蘭都會區進入緊急狀態
，並要求國民兵待命。隨著選情膠著，若抗議群眾進一步擦槍走火，波特蘭恐再上演日前的激烈抗
爭衝突。

美大選選情膠著 波特蘭傳出抗議活動



AA44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20年11月5日       Thursday, November 5, 2020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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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冠確診病例數過百萬
計劃再度實施“禁足”措施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鑒於本國疫情形勢，計劃在英格

蘭再次實施大範圍“禁足”措施，除壹些特定原因，人們應盡可能留在

家中。

英國新冠確診病例數已跨過百萬門檻。英國政府31日發布的數據顯

示，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1915例，累計確診1011660例。

約翰遜當天說，英國目前已設立了多個臨時醫院，當前醫生、

護士數量也超過去年，但是病毒傳播仍然顯著，必須要采取行動進

行遏制。

新公布的“禁足”措施將從11月5日持續至12月2日，包括：本地

居民應盡可能留在家中，除非去上學、工作、鍛煉、看病、購買生活必

需品等；非必需的商鋪、娛樂、休閑場所將全部關閉，但超市等銷售生

活必需品的商鋪繼續營業；酒吧、餐廳只提供外賣服務等。

據約翰遜介紹，這次“禁足”措施與疫情初期采取的相關措施仍有

壹些差異——新措施下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等不會關閉；新措

施本身有具體的開始和結束時間；“禁足”程度也沒有此前那次深入。

今年3月，英國曾實施全面“禁足”令。

他說，今年的聖誕節將與往年有很大不同，“我誠摯地希望並相信

，通過采取嚴格應對措施，我們能夠(在聖誕期間)讓各地家庭團聚”。

按程序，政府的最新應對方案將在11月2日提交議會審議並投票表

決，壹旦通過，將如期於11月5日開始實施。英國不同地區疫情應對措

施並未完全同步，蘇格蘭、威爾士以及北愛爾蘭的疫情防控由當地政府

根據情況決定如何實施。

希臘日增病例再破紀錄
當局宣布新“抗疫行動計劃”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2056例新冠

確診病例，再次刷新希臘自2月底以來

的單日新增病例的紀錄。目前希臘累計

確診病例達39251例，累計死亡626例。

據報道，隨著新冠疫情不斷蔓延，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於10月31日發表電

視講話，向民眾介紹希臘疫情發展,並宣

布了新“抗疫行動計劃”壹系列限制措

施，以遏制新冠病毒在希臘的蔓延。這

些措施將從11月3日6時起生效，為期1

個月。

對比之前實施的抗疫措施，新的

“抗疫行動計劃”最大的變化是，將

過去顯示希臘全境各地區新冠疫情嚴

重程度的“疫情地圖”的四個級別簡

化為兩類——風險等級較低的“監控

級”地區和風險等級較高的“危險

級”地區。

在“監控級”地區采取的措施包

括：在所有公眾場所，包括室內及室

外都必須佩戴口罩；從午夜0點至早晨5

點實施宵禁；將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員

工采取遠程辦公的人員比例從此前的

40%提高至50%；大學全面實施遠程授課

；嚴禁集會等。

在“危險級”地區，除了上述措

施外，還增加以下措施：所有餐廳、

咖啡廳、酒吧暫停營業，僅提供外賣

服務；關閉電影院、博物館、劇院、

健身房以及體育館等人流量密集的場

所，但酒店、理發店、零售店、工廠

和學校等仍會正常開放。

報道稱，目前希臘首都雅典和第二

大城市塞薩洛尼基分別處於橙色和紅

色，均屬“危險級”區域。

從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公布的

數據來看，塞薩洛尼基市的新增病

例數量已經超過了首都雅典所在的

阿提卡地區，成為全國疫情最嚴重

的區域。

對於未來疫情在塞薩洛尼基市的發

展，泛希臘醫學協會主席埃克薩蒂洛斯

說說：“幾天之內新增的感染人數可能

還會增加，但由於多項限制措施已經開

始生效，相信新增的病例會在達到峰值

後逐漸減少。”

報道稱，盡管希臘政府已經出臺了

多項限制措施，但只有各項措施真正落

實到位才能有效地遏制病毒傳播。此前

已有不少專家指出，正是因為民眾放松

警惕，尤其是年輕人不負責任的聚眾行

為才導致了病毒在希臘多個地區的快速

擴散。為了敦促民眾積極配合做好防護

，希臘已經加大了對防疫措施遵守情況

的檢查力度。

根據希臘國家衛生組織的數據分

析，自 10月初以來，新冠大流行的發

展與傳播在希臘發生了巨大改變，在

此之前，除雅典外，疫情還未如此嚴

重。然而，希臘的 20 到 30 個地區(主

要集中在北部城市，特別是塞薩洛尼

基)，由於此前的零病例記錄，他們

放松了警惕，導致新增病例的快速增

長。

法國又現襲擊案
馬克龍：諷刺漫畫不是行使暴力的理由

綜合報導 法國裏昂的壹名東正教牧

師遭到槍擊受重傷，壹名嫌犯被捕。近

期，法國多地發生恐襲事件,法總統馬克

龍31日表示，他理解部分民眾因有關穆

罕默德的諷刺漫畫感到震驚，但這絕對

不能成為行使暴力的正當理由。

據路透社報道，10月 31日，法國

裏昂壹名牧師在關閉教堂時遭到槍擊

受重傷，壹名嫌犯被捕。與此同時，

南部城市尼斯持刀襲擊案的調查仍在加

緊進行。

2020年 9月初，法國著名諷刺漫畫

刊物《查理周刊》刊登了有關宗教題

材的爭議性漫畫，隨後，《查理周刊

》前辦公室外發生襲擊事件。之後，

又有壹名歷史教師被斬首。10月 29日

，法南部城市尼斯壹座教堂又發生持刀

襲擊案，造成3人死亡，法國目前處於

緊張狀態。

為緩和緊張局勢，法國總統馬克龍

10月31日在接受采訪時稱，他能夠理解

壹些民眾可能會對諷刺性漫畫的內容感

到震驚，但這絕對不能成為行使暴力的

正當理由。

“我理解這引起的感情，我尊重他

們。但我希望妳能理解我的角色。我的

職責是平息局

勢 ……” 他 還

譴責了抵制法

國商品的聲音

，稱其“不值

得”和“不可

接受”。

另據法媒

報道，馬克龍

還 解 釋 稱 ，

“人們以為我

贊成的是那些

漫畫……我贊

成的是在我的國家我們可以自由地進行

寫作，思考和繪畫。因為我認為這很重

要，是壹種權利，也是我們的自由。”

他補充說，“這並不意味著我個人支持

畫中的所有東西。”

據此前報道，10月16日，法國歷史

教師塞繆爾· 帕蒂在巴黎北部郊區的壹所

學校外被人斬首致死。而帕蒂生前，曾

開設壹門關於世俗主義和《查理周刊》

相關宗教題材出版物的爭議性課程。

法國隨後開展了壹系列力度極大的

反恐和打擊極端主義措施。馬克龍稱，

將捍衛法國的世俗主義價值觀，“我們

將繼續爭取自由”。

然而，法方言行招致土耳其不滿，

土總統埃爾多安譴責馬克龍對伊斯蘭教

的敵意。10月24日，他更是直呼馬克龍

“需要精神治療”，此後還發出呼籲稱

，“永遠不要購買法國商標的商品！”

對此，法國總統府迅速反擊，批評

埃爾多安的言論“令人無法接受”，並

宣布召回法國駐土耳其大使。

10月28日，《查理周刊》發布了針

對埃爾多安的諷刺漫畫，土耳其外交部

隨後召見法國駐土耳其大使館臨時代辦

，兩國關系進壹步緊張化。

奧地利將再次實施全國“封鎖”
以遏制疫情

綜合報導 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宣布，奧地利將從11月3日起再次實

施全國“封鎖”措施，以遏制新冠疫情蔓延。

庫爾茨在當天下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第二次“封鎖”將

從11月3日零時開始，持續至11月底。在此期間，每天20時至次日6

時實行宵禁，居民非必要不得離開住所；關閉影院、劇院等文化休

閑娛樂設施；禁止舉行除葬禮外的公共活動和聚會；關閉旅館，餐

飲業只允許提供外賣服務；專業體育賽事可在無觀眾情況下進行，

體育場所關閉，只允許在戶外進行非接觸的體育活動；進壹步收緊

養護機構探視規定。

庫爾茨表示，與第壹次“封鎖”不同的是，此次“封鎖”

期間，幼兒園、小學和初中將保持開放，但高中和大專院校轉

為遠程教學；商店和理發店等可在嚴格遵守防疫規定的前提下繼

續開放。

庫爾茨當晚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呼籲民眾繼續團結壹致，

嚴格遵守防疫規定，承擔個人責任，共同應對疫情帶來的巨大挑

戰。

為防控新冠疫情，奧地利於3月16日首次實施全國“封鎖”措施，

自4月14日起分階段逐步“解封”。

據奧地利衛生部網站消息，截至10月31日，奧地利過去24小時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5349例，累計確診104925例；累計死亡病例1109例；現

有確診病例36590例。

27年後英國再次發現這類大型蜘蛛
曾被認為在英滅絕

綜合報導 英國學者在該國壹處國防部訓練場發現了壹

種巨大的大狐蜘蛛，並稱其為“漫長職業生涯中做過的最

重要的事情”。因為人們已有27年沒有在英國見過這類蜘

蛛，甚至認為它們“已滅絕”。

據介紹，大狐蜘蛛是夜間捕食者，以其速度和敏捷而

聞名。它們會把毒液註入獵物的體內，將其毒殺，然後使

用螯牙把不能動彈的獵物吞食。

據報道，大狐蛛最初是在120年前發現的。而人們最後

壹次在英國見到這類蜘蛛，是在1993年英國薩裏郡的漢克

利公園，此後它們被認為已在英國“滅絕”。

經過幾年的搜尋，薩裏野生動物信托基金的麥克· 懷特

(Mike Waite)在薩裏壹處軍事基地發現了這種蜘蛛。出於安

全考慮，國防部沒有透露該基地的名字。

他通過航拍照片找到了適合大狐蛛捕捉獵物的沙土地

段，並最終“見到”了幾只雄性大狐蛛、壹只雌性大狐蛛

和壹些無法辨認的、未成熟的幼蛛。

懷特說，“我的手電筒壹照到它，我就知道它是什麽

了。我感到很開心。由於新冠疫情，今年經歷了很多起起

落落，而我也已經60歲了，所以這是壹個很好的慶祝。”

懷特還說，這種蜘蛛的分布範圍可能比人們想象的更廣。

他希望有壹天能撰寫壹篇關於它們的科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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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大選最新計票結果出現戲劇化發展，
原本川普宣稱自己獲勝，卻在他的勝利豪語幾
小時後發生改變，目前情況是密西根州、威斯
康辛州都出現拜登反超，如果勢頭不變，那麼
即使拜登沒取得賓西法尼亞州，也能以剛好270
張選人票勝選。

在今天下午，美國大選的計票進入休息時
間，一些西部州決定明天早上再計算，比如內
華達州就是如此。不過北方幾州決定連夜計票
，並且開始計算郵件選票，這些選票還真的改
變了原本的局面。

原本川普在北部的密西根州與威斯康辛州
都小幅領先，卻在郵件選票的加入後發生了改
變，在威斯康辛州，拜登反而以2萬張選票、
0.7%的微量優勢翻轉；同樣的，密西根州也是
拜登以1.3萬張選票、0.4%的優勢反超川普。

已確定的選舉人票是拜登238票，川普231

票，因此拜登缺32張，川普缺39張；還未確的
州分別是阿拉斯加(3)、內華達(6)、密西根(16)
、威斯康辛(10)、賓西法尼亞(20)、北卡羅萊那
、(15)喬治亞(16)。

如今，拜登在密西根與威斯康辛在深夜都
取得翻轉，那麼他的選舉人票一口氣會增加到
264張，如果明天開始計算的內華達，也仍是拜
登持續優勢的話，那麼他就能得到270張選舉
人票，剛好通過門檻。

先前 「必爭之地」 的賓西法尼亞州，也是
被認為可能因郵件選票改變結果的地方，即使
結果不變仍給川普，就算再加上北卡羅萊那與
喬治亞，川普仍268張選舉人票惜敗。

假若上述推估為真，拜登就會成為 「最少
選舉人票當選」 的紀錄創造者，而且幾乎不會
被打破，只能追平。(舊紀錄是2000年小布希的
271張，贏過高爾的266張)

拜登若得這3州 就以270票超低空險勝

美國總統大選拉鋸，仍然很難看出結果，幾個搖擺州都呈現選票極為接近的情況，內華達州
的票數差距不到1%，目前因休息暫停計票，到明天重新啟動計票才會明朗。

內華達有10張選舉人票，在雙方如此接近的情況，也是撬動勝敗的關鍵。截至當地時時凌晨
2:39的最後計票數，目前以拜登的49.33％（588,252票），微幅領先川普的48.69％（580,605
）。內華達州政府辦公室表示，直到11月5日上午9點，才會繼續開票。到目前為止，內華達州
已經計算了所有的親自投票，之後開票的是郵件投票。

美國大選拉鋸 內華達州票數差不到1％

美國總統大選已進入最終階段，儘管仍有
賓州等州尚未結果底定；但拜登陣營競選總幹
事狄倫卻信心十足地表示，拜登可望成為下屆
美國總統。

狄倫表示，根據估算目前拜登在各領先州
所能取得的選舉人票數後，拜登得票可望於4日
下午(台灣5日凌晨)超過270張當選門檻。即使

計算普選票，也有機會超過5成，絕不會發生
2016年希拉蕊普選票多、選舉人票少的情況。

狄倫還指出，包括密西根、威斯康辛與賓
州，拜登取得的票數都比川普2016年拿到的還
多。甚至，亞利桑那拜登應該也能毫無懸念奪
下，而順利入主白宮。

搖擺州雖未定 拜登陣營：今日可宣布勝選

這次美國大選除了決定誰將
入主白宮，國會兩院也陷入激戰
。根據多家外媒報導最新開票結
果顯示，民主黨目前在眾議院居
於領先地位，不過參議院兩黨則
僵持不下、陷入膠著狀態。

今年國會選舉眾議院所有
435席、參議院三分之一席次都
將面臨改選。不過外界更關注的
是已握有眾院控制權的民主黨，
能否在這次大選收復已被共和黨
掌控6年的參議院。

然而據最新開票結果，民主
黨能否重掌參議院還是未定之數
。共和黨參議員葛拉漢（Lind-
sey Graham）與恩斯特（Joni
Ernst）在南卡羅來納州與愛荷
華州的連任戰役都已告捷，此外
它在阿拉巴馬州還擊敗對手，奪
走民主黨的席次。

不過民主黨在科羅拉多州則有所斬獲，前
科羅拉多州州長希肯魯伯（John Hickenlooper
）打敗共和黨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
，當選科羅拉多州參議員。直到目前共和黨與
民主黨都各自在參議院取得47席，尚未公布開
票結果還有北卡羅來納、喬治亞與緬因州等。

在尚未進行改選前，共和黨在參議院100
席位中握有53席，民主黨則為47席。若民主
黨欲奪下參議院掌控權，將取決於拜登當選總

統，民主黨只要再增加三席到50席，就可掌控
該院多數席次，因為副總統在參議院占有一個
席位。

另外在眾議院方面，民主黨則暫時以189
席領先共和黨的181席。當中洛杉磯兩位華裔
國會眾議員，趙美心劉雲平雙雙連任，知名太
空人馬克凱利也成功叩關，成為新科眾議員。

雖然眾議院開票結果還未完全底定，但議
長裴洛西稍早表示，她對於民主黨能繼續堅守
眾議院多數席次深具信心。

美大選 眾院民主黨居領先參議院兩黨陷膠著

華府警方證實，總統大選之夜該區大致平
靜；不過，白宮外卻出現1名女子與3名男子因
與他人口角而遭刺傷。目前傷者已送醫，暫時
無生命危險。由於受傷者為川普鐵粉，行兇者

疑似黑人平權運動抗議者，值此敏感時機格外
引人注意。

警方指出，這起械鬥案發生於當地時間4
日2時30分，地點為紐約大道西北與第14街交

界。由於事發現場
與白宮距離僅有數
街區，而同日華府
也有 「黑人的命也
是命」 抗議活動，
行兇者與抗議活動
的關聯性，成為警
方追查重點。

警方表示，受
傷者自稱為極右翼
組織 「驕傲男孩」
的成員，而行兇的
兇手為 「黑人的命
也是命」 的支持者
。目前肇事的3人
已逃逸，警方全力
追捕並調查其犯罪
動機。

選舉之夜不平靜 川普鐵粉白宮外遭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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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明年上半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公布

：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聯播報道，11月3日，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公布。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

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就《建議》起草有關

情況向全會作的說明。習近平指出，考慮到目前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

時，建議稿表述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明年上半年

黨中央將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系統評估和總結，然後正式宣布我國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

習近平首先對建議稿起草過程作了說明。
習近平指出，這次建議稿起草的一個重

要特點是堅持發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
益。習近平總書記就“十四五”規劃編制明確
提出一系列要求，強調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
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
會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
策。文件起草組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
反覆進行討論修改，認真做好建議稿起草工
作。文件起草組逐條分析各方面意見和建議，
做到了能吸收的盡量吸收，對建議稿增寫、改
寫、精簡文字共計366處，覆蓋各方面意見和
建議546條。這是我國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
主的生動實踐。
建議稿起草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3

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召開2次會議分別進行審
議，形成了提交這次全會審議的建議稿。

建議稿起草把握五原則
習近平在說明中指出，建議稿起草的總

體考慮是，按照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作出的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
綜合考慮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發展趨勢和我國
發展條件，緊緊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入
貫徹新發展理念，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
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

在建議稿起草過程中，注意把握了以下
原則。一是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係，做好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二是處理
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更好發揮我國制度優
勢。三是處理好開放和自主的關係，更好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四是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
關係，有效防範和應對可能影響現代化進程的
系統性風險。五是處理好戰略和戰術的關係，
制定出一個高瞻遠矚、務實管用的規劃建議。

就七重點問題作了說明
習近平就幾個重點問題作了說明。
第一，關於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建議稿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國發展
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
斷。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必須堅定不
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主線，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切實轉變
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
革，使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實現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第二，關於構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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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
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
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
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
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
託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要堅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提升供給體系

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
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
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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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關於“十四五”和到2035年經濟
發展目標。在徵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
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
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
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
測算，認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
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
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
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
完全有可能的。同時，考慮到未來一個時期外
部環境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存在不少可
能衝擊國內經濟發展的風險隱患，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可能持續低
迷，中長期規劃目標要更加注重經濟結構優
化，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發展質量
和效益上。

黨中央的建議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戰
略的。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建議稿對“十四
五”和到2035年經濟發展目標採取了以定性
表述為主、蘊含定量的方式。編制“十四五”
規劃《綱要》時可以在認真測算基礎上提出相
應的量化目標。

第四，關於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共
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
共同期盼。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
向着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為
此，建議稿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
質部分突出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
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這樣表述，在
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

第五，關於統籌發展和安全。我們越來
越深刻地認識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
安全的保障。建議稿設置專章對統籌發展和安
全、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等作出戰略部署，
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
系和能力建設，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第六，關於堅持系統觀念。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後，我們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
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
會發展中矛盾錯綜複雜，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
加以謀劃和解決，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七，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完成情
況和宣布時機。考慮到目前仍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進行時，建議稿表述為“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明年上半年黨中央
將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系統評估和總結，
然後正式宣布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建議稿起草過程
建議稿起草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3
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召開2次會議分別進行
審議，形成了提交這次全會審議的建議稿。

3月

◆中央政治局決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十四
五”規劃建議，成立文件起草組，由習近平擔任組
長，李克強同志、王滬寧同志、韓正同志擔任副組
長，有關部門和地方負責同志參加，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會領導下承擔建議稿起草工作。

3月30日

◆黨中央發出《關於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研究“十
四五”規劃建議徵求意見的通知》，在黨內外一定
範圍徵求意見。

4月13日

◆文件起草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建議稿起草工作
正式啟動。

◆這次建議稿起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發揚民主、
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習近平就“十四五”規劃編
制明確提出一系列要求，強調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
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
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策。

從7月下旬到9月下旬

◆習近平先後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扎實推進長三
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
科學家座談會、基層代表座談會、教育文化衞生體
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當面聽取各方面對制定
“十四五”規劃的意見和建議。

8月10日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建議稿下發黨內一定範
圍徵求意見，包括徵求黨內部分老同志意見，還專
門聽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
黨派人士代表意見。

8月16日至29日

◆“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開展網上徵求意見。廣大
人民群眾踴躍參與，留言100多萬條，有關方面從
中整理出1,000餘條建議。 ◆來源：新華社

集思廣益十方面
習近平指出，在徵求意見過程
中，各方面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
和建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總結經驗，補充全面從嚴治
黨、農業發展、文化建設、國家安全
等方面內容。

二是深化形勢環境分析，補充改革任
務仍然艱巨、辦好自己的事、樹立底
線思維等方面內容。

三是豐富指導思想和原則，強化以人
民為中心、擴大對外開放、全面依法
治國、統籌發展和安全等方面內容。

四是完善“十四五”發展目標和2035
年遠景目標，補充縮小發展差距、促
進共同富裕等方面內容。

五是強化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重大舉
措，充實有關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強
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創新激勵
機制和改革科技體制等方面內容。

六是更加突出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
的重要地位，充實加快建設現代化經
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等方面
內容。

七是更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
濟制度，充實促進各類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完善重要財稅金融制度等方
面內容。

八是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充實城市
規劃建設管理等方面內容。

九是更加重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
會全面進步，強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
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
康中國建設等方面內容。

十是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築牢國家安全屏障，充實保障
國家經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
等方面內容。

◆來源：新華社

■■孩子們在西藏八宿縣西巴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內玩耍孩子們在西藏八宿縣西巴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內玩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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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對港雙落實 鞏固提升港優勢
“十四五”規劃建議全文公布：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落實特區護國安法律制度執行機制

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支持特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
路”功能平台，實現經濟多元可持
續發展

◆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
措施

◆支持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開展
交流合作

◆◆保持香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全面準確貫徹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人治
港港”、“”、“澳人治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高度自治的方針，，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

◆◆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機制

◆◆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區社發展利益和特區社
會大局穩定會大局穩定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十四五十四五””規劃建規劃建議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對比“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要“發揮港澳獨

特優勢”“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
大中心地位，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
設”等着眼於發展的內容，是次“十四五”規劃建
議的港澳部分可分為三方面：

一是強調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
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
區社會大局穩定。

二是強調支持特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實
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
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同時，支持香
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

三是強調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3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分析，是次“十四五”規劃建議涉港內
容，與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
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內容方向
一致。對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的內容，
是次因應香港的形勢轉變，較過往關注政治問題，
並從國家角度出發，凸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維
護憲法、基本法下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安全和利
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港人對國家向心力的
重要性。

他表述，今次的內容相比以往是更加從國家角
度出發，關注香港的經濟發展，也關注香港的社會
發展，並反映了中央在有關方面會發揮重要和主要
的領導作用。

培養祖國與香港命運共同體觀念
劉兆佳認為，香港應配合“十四五”規劃建議

的方向，積極參與其中，在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
推動自己發展，並要承擔對國家的責任義務。例如

在維護國家安全上，除了已公布實施的香港國安
法，香港亦須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這些工
作不能停止，維護國家安全也不能鬆懈，除了執法
機關，司法機關亦必須履行其職責，對國家安全問
題予以重視。”

至於“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劉兆佳表示，這與四中全會提到要加強對港澳社會
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
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港澳同胞

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一致。他坦言教育是漫長的過
程，在下一個五年規劃亦有可能還會重申。他又
指，除了教育以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動
香港經濟發展，亦有利於培養市民“香港與國家為
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劉兆佳說：“如果還有人不承認香港是國家的
一部分、拒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或承擔對國家的
責任，只能說這些人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是背
向歷史潮流，恐怕最終只會被歷史淘汰。”

新華社3日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文，此前10月29日閉幕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

過了這一建議。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涉港澳部分相關表述，相較於“十三五”規劃

建議着眼於發展，是次規劃建議除了強調支持特別行政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等之外，

還強調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並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此間人士認為，因應香港的形勢轉變，是次涉港內容較過往關注政治問

題，並從國家角度出發，凸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維護憲制秩序、國家安全和利

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香港應積極配合，在融入國家發展中推動自己發

展，並承擔對國家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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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建議全文3日公布，涉港內容強調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圖為香港舉行回歸紀念日升旗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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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
将电子商务作为县域经济转型的新动
力，先后举办电商欢乐购物节、电商
农产品展销会等系列活动。图为电商
平台工作人员在合阳县“电商赶大
集”活动现场直播推广葫芦灯。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江苏沛县的快递点，村民正在
取快递。

本报记者 孔德晨摄

▶在河北石家庄宋曹镇的苏
宁小镇购物节上，各类表演吸引
了不少观众。

图片来自网络

最近，小镇消费者又站在了聚光灯下。
根据前不久发布的《阿里巴巴2020“十一”假期消费出行趋势报告》，“十一”期间，53%的商用电器卖向县域

市场，48%的购买者来自小镇用户，三线及以下城市出游人次占比达60%。即将到来的“双11”，商家也纷纷加码
下沉市场。

被激活的县域经济，已成为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而小镇用户的消费偏好，更引起各方关注。

他们平时爱买啥？

——买家电、买潮牌、买化妆

品，小镇青年购买力“杠杠的”

“今年‘十一’黄金周，我和男友去云南逛了一
圈。”刚从楼下拿了两个快递的小孙说，“这不，在
云南买的特产到了。这次旅游买了不少东西，算上
机票、酒店，前后花了近8000元。”

孙彬家住江苏沛县，已经工作3年的她略有
积蓄，平时爱“买买买”。“我每月大约有 2000
元用于购物，买的最多的是化妆品。”孙彬说，

“县城房价低，我没有什么房贷压力。工资虽然
比不上一线城市，但是生活成本也没有一线城市
那么高，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需要的东西想买
就买了。”

像孙彬这样喜欢购物以及旅行的小镇青年很
普遍。近年来，县域经济被普遍看好，不少企业
从中获利。那么，小镇青年都爱买啥？

买新型家电——苏宁易购零售云大数据显
示，县镇消费品质化提速。10月1日当天，零售
云实现国庆开门红，销售提升超1.5倍，非电产品
销售提升 3.3 倍。单价超 15000 元的高端激光电
视，销量同比增长 90%，60 吋以上大屏智能电
视，销售超35000台。此前拼多多数据显示，今
年“6·18”期间，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显示出旺盛的
消费需求，大量来自县城、乡镇的消费者在拼多多
首次购置了扫地机器人、面包机、投影仪等商品。

买潮牌——基于天猫消费洞察，中国奢侈品
消费者中，18-35 岁的占比非常高，其中“95
后”、“00 后”消费者的年增速是“80 后”、“90
后”的2倍。分地域看，此类消费总体上虽仍以
一二线城市人群为主，但三到五线城市的消费者
已经呈现出高增速的趋势，年增速为前者的1.5
倍。特别是一些主打“轻奢”定位的国际品牌，
如美国蔻驰等，近两年纷纷到小城市、县城开
店，受到年轻人追捧。

买化妆品——一线大牌的箱包、服装，离县城
还比较远，但其旗下的化妆品已纷纷摆上了小镇
姑娘的梳妆台。雅诗兰黛相关数据显示，旗下品牌
购买者分布于全国350座城市，70%的订单来自未
开设专柜的城市。迪奥的口红、SK-II的精华液、资
生堂的防晒乳，正代表了县城的消费潮流。

“小镇青年的消费趋势符合我国居民消费个
性化、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很多小镇青年都曾
到大城市生活居住过，消费的理念与大城市契
合，因此其消费呈现出与大城市居民消费趋同的
特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说。

消费升级是大势

——爱网购、爱旅游、打卡网红

店，小镇青年更加追求“品质生活”

小镇消费者愿意买、买得起，背后体现出消费
升级的大势。

从购物方式看，小镇网购热情高。

开着小汽车、戴着帅气墨镜，一打眼还以为
面前的小伙是从大城市回来的成功人士。上前一
问，原来是去镇上的快递代收点拿快递。“我平
时买东西不算多，我媳妇那儿真是买不停，平时
最爱逛淘宝。”江苏丰县大沙河镇的小徐告诉记
者，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买东西基本都是网购。

“镇上的快递代收点越来越多，拿快递也很方
便。别看我们是小地方，现在网购啥都能买
到。”小徐摆摆手，“不说了，我这就得去给媳妇
拿快递了。”

从消费结构看，小镇青年更追求“品质生活”。
彩电要买4K高清大屏的、洗衣机要买静音

大容量的、冰箱要买除菌除味双开门的……即
便到了乡镇市场，老款电视机、双桶洗衣机也
陆续被淘汰。作为家电里的“后起之秀”，洗碗
机、净水器和扫地机器人，被称为县镇市场的

“新三大件”。四川的小王告诉记者，最近家里
新装了一套智能家居，还买了不少小家电。“声
控灯、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能添置的基
本上都买了。”小王说，“我平时一个人住，自
从装了智能家居，感觉生活品质提升了不止一
个档次。”

近两年来，国美、苏宁等将门店从传统一二线
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下沉的动作一直在进行，带动
小镇青年消费升级。除了品牌专卖店，京东、天猫、
小米等平台型商家也在积极布局下沉市场，随着
一二线与下沉市场代表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日
趋接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信息鸿沟填平，
小镇青年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与大城市白领族群相
差越来越小。

除了“买买买”，文旅消费的分量在小镇青
年的生活中越来越重。

看电影、玩桌游已经不是小镇青年最时髦的
闲暇娱乐活动了，打卡网红店、“抱团”学手
工、一起刷抖音、拍快手，成为小镇青年的休闲
娱乐新风向标。

“互联网平台为小镇青年提供了物美价廉的
优质商品及服务，使生活品质大为改善，县域居
民的生活品质升级说明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加
速。”刘向东说，“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扎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小
镇青年的消费升级趋势不仅体现了县域居民对美
好生活，特别是在创意生活日用品和文教娱乐服
务方面的需要，更促使县城生活品质升级。”

别小看县域市场

——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居民有 5

亿-6亿规模，县域市场有望形成新的增

量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城镇化
水平，小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县城乡
镇市场的消费前景引发关注。有专家预计，“小
镇青年”会成为今后 10 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预计到2030年三四线城市居民消费将达45万亿
元。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
地区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三四线卫星城市有望
继续领跑消费市场。

刘向东指出，三四线城市消费的崛起将对中
国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量，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内

需市场，从而支撑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当前三四线城市及
乡镇居民仍有5亿-6亿的规模，其消费增速快于
大城市消费增速，仍有较大潜力可挖掘，有望形
成新的增量。”刘向东说。

激发县域市场活力，还要从市场主体方面给
予支持。

各地方市场监管局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

“腾了位”，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湖南省凤凰县，为提高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
度，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目标，办
照（证）窗口日前入驻县新政务中心，办公第一
天为19户市场主体办理了注册登记业务。如今

在县城，咖啡厅、披萨店、奶茶店以及各种品牌
体验店也随处可见。

县域市场前景可期，但也面临不少挑战。
近日，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联合中国国际电

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发布的《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指出，县域电子商务
蓬勃发展，但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供应链保障
能力薄弱、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等方面的挑战。刘
向东认为，越是欠发达地区，寻求发展、改善生
活的愿望越强烈，也较易培育消费热点、形成消
费增量。目前，电商及部分企业挖掘县域消费，
已看到一定的效果。但要真正激活这一大市场，
还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分析、更具针对性的商品投
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二线城市曾流行的甚至过
剩的商品销往县城乡镇。

潮牌、化妆品、小家电买起来，县城乡镇成为消费新动力——

小镇消费者热衷买什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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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

每天拖地还是很脏，这样做地板几天不落灰，超省事！ 

            拖地这件小事，怎么做才能又快又省事，聪明人都是这样做的！ 

                                                    

           好不容易拖干净的地板，想要保持得更持久？只要加点衣物柔顺剂就行。 

                      

用拖布擦洗地板时，容易产生静电，因而刚擦干净的地方，更容易吸附灰尘了。在拖

地的水中倒上少量衣物柔顺剂，能够减少拖布纤维的摩擦，防止产生静电。并且，柔

顺剂中添加的一些活性剂成分，能够在地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地板就不容易沾灰

啦！只要拖一次地，就能保持一周的干净整洁。 

                                                       

地上如果有油渍、污渍，先别急着拖，在地板污渍处洒上点食盐，这样油污就能被食

盐吸收，在用抹布轻轻摩擦几下，就能轻松擦掉 

 

 

鸡蛋掉在地上摔破了，撒上一层

食盐覆盖蛋液，过一会蛋液就凝

固了，扫走碎蛋壳和盐块，再用

湿布擦洗一遍，就干干净净。 

拖地时，想要让地面干得快不留

水渍，食盐也能派上大用途。用

温水加上食盐拖地，还没等拖完

一遍，地上的水分就快速蒸发掉

了，比用普通冷水拖地效果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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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用盐水拖地，还能有杀菌抑菌的效果，无论是木质地板还是瓷砖地面，都能很好地清

洁，简单拖一次，地板就能光亮好几天。 

 

                   

                                        

白醋和小苏打，是对付油污的最强搭档，只要有它俩在，任何油污都不怕，轻松让家

里的地板、瓷砖变得一尘不染。将 30ml 醋、20g 小苏打和 1L 水均匀混合，然后可加

入少量洗洁精，然后用混合好的溶液擦洗地板，不仅能轻松除尘，还能有效祛除油

污。

用这种清洁剂清洗厨房和餐厅的地板，效果非常显著，对比拖过的地面，可以明显看

到地板光亮很多，再也不是雾蒙蒙的样子了。 

                

 

 

 

                                                      

柠檬汁中的烟酸和有机酸，具有极强的杀菌作用。拖地的时候，不妨在水里加上一些

柠檬汁，或者柠檬精油，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你也可以将柠檬汁、橄榄油和水，混合制成清洁剂，日常的居家清洁，都可以用上它，

不仅清香怡人，还能除油污、洁粉尘，有这一瓶万能清洁剂，清洁再也不用发愁。 

 

用柠檬汁加上橄榄油，清洁实木地板，可以起到保养地板的功效，能有防止地板干

裂，杀死霉菌，让地板光亮如新。 

 

 

                                                          以上内容由又福地板提供    

 

 

 

                

 

 

                                                          以上内容由又福地板提供    

 

 

 

                

每天拖地还是很脏，这样做地板几天不落灰，超省事！ 

            拖地这件小事，怎么做才能又快又省事，聪明人都是这样做的！ 

                                                    

           好不容易拖干净的地板，想要保持得更持久？只要加点衣物柔顺剂就行。 

                      

用拖布擦洗地板时，容易产生静电，因而刚擦干净的地方，更容易吸附灰尘了。在拖

地的水中倒上少量衣物柔顺剂，能够减少拖布纤维的摩擦，防止产生静电。并且，柔

顺剂中添加的一些活性剂成分，能够在地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地板就不容易沾灰

啦！只要拖一次地，就能保持一周的干净整洁。 

                                                       

地上如果有油渍、污渍，先别急着拖，在地板污渍处洒上点食盐，这样油污就能被食

盐吸收，在用抹布轻轻摩擦几下，就能轻松擦掉 

達福榮光聯誼會10月31日中午舉行榮民節餐會，雖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仍有30餘位僑領僑胞
出席同歡。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偕同副主任楊容清參加，代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向榮光弟兄致意。

活動由中華民國國歌及國旗歌引領開場，會長金奎星閱讀退輔會主任委員馮世寬的勉勵信，與
在場弟兄分享。陳奕芳致詞表示，榮光會弟兄聚會彰顯軍中袍澤情誼及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令人敬
佩；她同時提醒大家，疫情期間多多保重，不可輕忽。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則說出對時局的憂心，
希望兩岸關係能穩定發展，不要挑起戰端。餐會中並鼓掌通過由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會長劉志強
繼任下一屆會長，劉志強表示會全力以赴。德州臺裔州議員陳筱玲也到場爭取支持，希望弟兄續給
服務機會。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又起，許多會員當日並未出席會，但活動現場氣氛仍舊熱絡溫馨，穿插的摸
彩活動高潮迭起，最後通通有獎、皆大歡喜。餐會最後由金奎星領唱 「梅花」 、 「中華民國頌 」 ，
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達福榮光弟兄不畏疫情歡慶榮民節

即將創行滿23年的美南銀行，上周10月29日（周四）迎
來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副領事陳偉玲、
柯智文等人專程參訪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美南銀行總行大樓。
美南銀行資深董事長李昭寬率董事長李承穗、CEO Mark Sim-
mons、董事曹桂卿、Mike Chang、洪恭儀、丁昭信等在營業
大廳恭候歡迎，隨後一行人前至二樓會議室進行餐敘及交流，
雙方就彼此業務交換心得，相談甚歡。

接待活動首先在董事長李承穗代表銀行全體董事會歡迎羅
復文處長 等人的到訪，隨後由公關經理莊幃婷向羅處長復文簡
約報告有關銀行創行和經營過程，及介紹在場董事成員。她說
，美南銀於1997年由李昭寬和一群擁有不同背景的工商企業
旅館業人士們共同籌募創辦，總部設在休士頓，現今分行據點
在休士頓糖城（Sugar Land）、達拉斯和加州安那罕等地，未
來擴展計劃將新增2至3家新分行。截至2020年7月底，美南
銀行總資產額接近7億5000萬美元、總貸款額超過6億美元、
資產總額超過8500萬美元。

董事長李承穗說，美南銀行的經營文化就像一個大家庭般
，董事會和銀員們的相處融洽。今年特聘邀業界優秀人才
Mark Simmons為銀行執行長(CEO)，我們相信在他加入參與
經營團隊後，銀行未來的發展和目標，將藉著他資深且豐富資歷，
一起共同合作創造新局與業務擴展。餐敘中，每位在場的董事們同
時也就個人和彼此的專業與看法進行多方面的交流，場面熱絡。董
事長李承穗對於羅處長等一行的到訪感到榮幸並再一次表達歡迎之
意。她說，未來經文處若有相關活動需求，美南銀行都願意為社區
貢獻一份心力。

羅復文回應且感謝董事長李承穗的盛情招待。羅復文在談話中
也約略介紹自己外派的經歷。他表示，自己曾外派至馬拉威看到該
國的貧窮，到新加坡了解他們的星光部隊與台灣關係密切，到汶萊
看到他們是個富裕的產油國家、而關島是美國具有軍事意義的要塞

，這麼多的經歷讓他了解到台灣的外交處境的艱難。他感到榮幸至
休士頓服處此地的僑民，在這個區域約有20萬左右的僑民，所以
休士頓是台灣在美國很重要外交據點。

他表示，自7月24日到任以來即馬不停蹄到處展開拜會行程
，對於來自台灣創行董事長李昭寬的卓越表現表示佩服，美南銀行
在他的領導下業務蒸蒸日上，現任的董事長李承穗年輕有為，對於
未來科技發展也瞭若指掌，將來一定會為美南銀行開創新局。

隨感恩聖誕的來臨，羅復文處長也特別提前帶來了奧克拉荷瑪
州的特產，而美南銀行則以該行自創的精美紀念品，彼此互贈祝賀
。董事長李承穗也再誠邀在下週11月3日美南銀行創業23周年慶
，羅復文處長等人能再次蒞臨參與。

迎來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參訪美南銀行總行大樓

美南銀行資深董事長李昭寬美南銀行資深董事長李昭寬（（左四左四））率董事長李承穗率董事長李承穗（（右三右三）、）、
CEO Mark SimmonsCEO Mark Simmons（（右二右二）、）、董事曹桂卿董事曹桂卿（（左三左三）、）、Mike ChangMike Chang
（（左一左一）、）、洪恭儀洪恭儀（（左二左二）、）、丁昭信丁昭信（（右一右一））在營業大廳歡迎羅復在營業大廳歡迎羅復
文文（（右四右四））到訪到訪。。

牟呈華牟呈華((前排左二前排左二))等眾多僑領歡慶榮民節等眾多僑領歡慶榮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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