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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務進口連續7年全球第二！
11月5日至11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以下簡稱“進博會”)在上海舉行。進博會期間正

式發布的《中國服務進口報告2020》顯示，2013年

以來，中國服務進口連續7年穩居全球第二。

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前十大服務進口來源

國分別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德國、英國、加

拿大、韓國、新加坡、俄羅斯和法國，服務進口合

計2642.2億美元，占中國服務進口的52.7%。

中國服務進口年均增長8.6%
“中國服務進口規模越來越大。” 商務部服

務貿易司司長陳春江在發布會上表示。

陳春江介紹，2012-2019年，中國服務進口年

均增長8.6%，達到506.8億美元，高出同期全球增

速4.8個百分點，占全球比重提高至8.6%。

而且，中國服務進口的質量也越來越高。

陳春江介紹，壹方面生活性服務進口向高品質

發展，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十八大以來，

旅行進口年均增長16.8%，是同期全球增速的3.6倍

，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進口年均增長33.7%，是全

球增速的5倍。

另壹方面，生產性服務進口穩步提升，助

推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十八大以來，電信

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進口年均增長23.3%，是全球

增速的 3.5 倍；金融服務進口年均增長16.1%，是

全球增速的5.7倍。

對全球服務增長貢獻居全球首位

中國服務進口為世界經濟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十八大以來，中國累計進口服務3.4萬億美

元，貢獻全球服務進口增長的17.1%，對全球服務

增長的貢獻居全球首位。” 陳春江說。

報告顯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累計

進口服務4.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5.2%，遠高於同

期全球7.7%的平均水平，對全球服務進口增長的貢

獻率達10.8%，是推動全球服務進口增長的第壹大

力量。

中國數字服務進口也帶動了全球數字貿易增長。

陳春江介紹，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報告采用

的統計口徑測算，十八大以來，中國累計進口數字

服務8345.1億美元，年均增長6%，對全球數字服

務進口增長的貢獻率為4.4%。2020年1-8月，中國

數字服務進口890.1億美元，同比增長5.6%。

中國自貿試驗區擴容至21個
“近年來，中國不斷夯實服務業對外開放的基

礎。” 陳春江說。

陳春江介紹，2013年，中國在上海設立首個自

由貿易試驗區，7年來，中國自貿試驗區擴容至21

個，累計向全國復制推廣260項制度創新成果。

2015年，啟動了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

點，2020年，推動海南自由貿易港先行探索，發布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

此外，中國還發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

措施負面清單2020》，《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

從2017年的63條減至33條。

“舌尖上的全球”盡收眼底
激發消費巨大潛能

如果妳是壹個美食愛好者，那麼食

品及農產品展區無疑是第三屆進博會首

選之地。作為參展國別和企業最多的展

區之壹，這裏匯集了近百個國家的上千

家企業。從農業與食品行業500強及龍

頭企業，到知名國際采購供銷商，中西

方食品在這場貿易盛會碰撞出美味的火

花，舌尖上的“新鮮”令人流連忘返。

科技賦能 讓創新充滿“鮮味”
走進位於1號和2號展館的食品及農

產品展區，人們可以看到，乳制品、蔬

果和農產品應有盡有；飲料酒類、肉類

、水產品和冷凍食品令人目不暇接；休

閑食品、甜食、調味品和綜合食品讓人

眼花繚亂。在這六大類豐富的展品中，

最吸引人的還是兩個字：創新。

“這是嘉吉今年新推出的烘焙產品

，采用了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通

過添加特殊配方，利用天然提取的原料

，為消費者提供了全新的口感體驗。”

美國嘉吉公司市場部經理楊宇歆站在展

臺前，指著展櫃裏壹塊塊琳瑯滿目、色

彩斑斕的西式糕點介紹。

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人們對美

食“色香味”的要求越來越高，不斷追

求新的體驗、新的口感、新的美食文化

。作為農業與食品行業的領軍企業，嘉

吉延續往年傳統，此次依然推出了富有

新意的植物肉。在現場，記者看到壹塊

塊“植物肉”在鍋裏炸得金黃鮮亮，嘗

了壹塊，口感鮮嫩爽利。楊宇歆對記者

表示，未來嘉吉將持續推動相關領域創

新，致力於成為中國客戶可靠的合作夥

伴。

在豐益國際展臺，壹款“零反式脂

肪酸”食用油引來眾人駐足。“數據顯

示，每百萬中國人中因攝入反式脂肪酸

受到健康威脅的人數超過4萬人。”豐

益國際的子公司益海嘉裏金龍魚糧油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這款

食用油采用國際領先的綠色精準加工技

術，大幅降低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更大

程度地保留了產品原有營養。

打通渠道 提升品牌認知
如果說創新是贏得消費者青睞的重

要壹環，那麼產品品牌認可度的提升就

是創新後隨之而來的結果。

在泰國正大集團展臺，現場工作人

員展示了壹款精致的泰國南海燕窩。

“這款燕窩由正大集團與具有專業資質

的泰國南海燕窩有限公司聯合開發制作

。由於其制作的專業度和精致化，消費

者對正大品牌的認知越來越強。”正大

集團農牧食品企業中國區副董事長薛增

壹說。

家樂福此次也攜帶不少海外品牌參

展。“今年的展臺面積，由去年100多

平方米擴大到150平方米左右，展覽商

品數量增加了壹倍多，涉及來自意大利

、法國、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30余個品

牌進口商品。”家樂福相關負責人說。

今年進博會期間，家樂福將與巴西肉食

加工巨頭JBS集團現場簽約，還將強化

與新西蘭佳沛集團等多家知名品牌商的

合作。家樂福相關負責人表示，希望借

助進博會這壹契機，加快知名品牌引進

速度，為中國消費者帶來更多世界高品

質、高性價比商品，提供更優的服務體

驗。

政策助力 深耕中國市場
產品創新與品牌認知的背後，少不

了利好政策的鼎力支持。各種利好政策

的出臺，為海外企業拓展中國市場提供

了良好契機。

作為世界知名水果蔬菜生產和銷售

企業，都樂食品公司此次攜巴西甜瓜首

次亮相進博會。“這要得益於中國海關

總署動植物檢疫司於今年 1月發布的

《關於進口巴西鮮食甜瓜植物檢疫要求

的公告》。”都樂中國品牌總監王娜認

為，這壹政策對於都樂在中國市場的業

務拓展意義非凡。公告發布之後，涵蓋

甘露甜瓜、加利亞甜瓜等5個品種的巴

西甜瓜有機會進入中國，擺上老百姓的

餐桌。

王娜還表示，水果是所有消費品裏

周轉速度最快的，中國提供的便利化快

速通關方式，減少了水果在港口停留的

時間，大大節約了企業成本。

“中國作出了持續改善營商環境的

承諾，壹個越來越開放、包容的中國市

場為跨國公司帶來更大發展機遇，我們

也將用實際行動支持開放包容的貿易政

策，推動全球貿易發展。”美國嘉吉公

司亞太區總裁安博泰說。

美樂家中國區總裁許瑋認為，中

國市場是美樂家最重要的海外市場。

中國政府制定的壹系列擴大開放政策

，使企業得以更便捷地深耕中國市場

，在良性的投資環境中穩健成長並不

斷壯大。“比如，美樂家在中國擁有

廣泛的消費者基礎。借助各類務實給

力的政策扶持，我們充分把握機遇，

努力為消費者研發各種符合需求的產

品。”許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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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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新冠疫情在中國局部

復發以來，北京、大連、青島，

到本次的天津疫情，其首發病例

均與冷鏈海鮮有關。為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通過進口冷鏈食品輸入風

險，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日前印發進口冷鏈食品預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方案》要求，實現全流程閉環管控可追溯，在進口冷鏈食品首次

與我境內人員接觸前實施預防性全面消毒處理，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按

規定作退運或銷毀處理。凡是不能提供消毒證明的，一律不能上市銷

售。

進口冷鏈食品不消毒禁上市
國務院發文嚴控疫情風險 檢出陽性須退運或銷毀

自今年6月以來不到半年，中國已有10
餘起在冷鏈凍品中檢出新冠病毒陽性

的案例。此前，青島疫情在國際首次找到
了充分的證據鏈，表明新冠病毒可由物傳
人、冷凍條件可長期存活。

專家疑武漢疫情與冷鏈食品有關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

科主任王廣發對香港文匯報指出，這次
《方案》的出台解決了燃眉之急，從近半
年的疫情來看，冷鏈產品已是高危因素，
建議未來將《方案》的相關原則納入即將
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條目。他
稱，武漢最早的病例就發生在海鮮市場，
是否與冷鏈食品有關也高度存疑。此外，
北京新發地、大連、青島等地也發生了與
冷鏈貨品相關的病例，有些可以確定是由
污染了新冠病毒的貨品引起。

本次公布的《方案》原則為“全面消
殺，嚴防輸入”，並明確了消毒方式，進
口冷鏈食品的口岸消毒方式方法由海關確
定，入境後的消毒方式方法由地方人民政
府按照《冷鏈食品生產經營過程新冠病毒
防控消毒技術指南》及有關規定確定。消
毒範圍適用於進口冷鏈食品的裝載運輸工

具、產品內外包裝的消毒。

口岸流通市場三環節嚴防控
在口岸環節，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按

規定作退運或銷毀處理；檢測結果為陰性
的，海關部門組織指導督促查驗場地經營
者或進口企業，對進口冷鏈食品的集裝箱
內壁、貨物外包裝實施消毒。

流通環節上，對從口岸放行的進口冷鏈
食品，在社會冷庫或企業冷庫倒箱過車、入
庫存儲前，相關生產經營單位查驗貨物所附
的消毒證明，如未消毒，則在掏箱卸貨時，
對該批貨物的集裝箱內壁、貨物外包裝實施
消毒。消毒完成後，消毒單位出具該批貨物
已經消毒的證明。生產經營單位對需打開外
包裝的貨物的內包裝實施消毒。

市場環節上，防止未經過預防性全面
消毒處理的進口冷鏈食品進入市場。進一
步完善追溯管理，做到所有進入市場的進
口冷鏈食品來源可查、去向可追。

近段時間來，中國不斷加大對疫情的防
控，王廣發表示，只要我們當前的措施落實
到位，這個病毒就一定能夠防控住，尤其是
要把防控和檢測目標從原來注重的“人”，
擴展到現在的冷鏈食品的“物”。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北京報道）冷鏈食品傳
入的高風險毋庸置疑，但停止從疫情嚴重國家進口尚未
納入考量。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此前曾回應稱，增加
食品農產品進口是我國實施積極進口政策的重要內容。
多位業內專家也認為，目前毋須對進口冷鏈食品“一刀
切”。

事實上，中國海關總署已針對近期一些國家肉類水
產品企業發生聚集性感染疫情，採取暫停其產品進口等
措施。據不完全統計，截至9月7日，海關總署已對發生
員工感染新冠肺炎的19個國家56家冷鏈食品企業採取了
暫停進口。

同時，海關總署於近期加強對進口冷鏈食品的源頭

管控，要求向中國出口冷鏈食品的全部105個國家或地
區的政府部門做好預防措施，保證輸華食品安全。
專業人士表示，通過各地對於大量樣本的檢測發現，

病毒並未在冷凍海鮮食品體內檢出，這說明食品本身被病
毒污染的幾率非常小，從病毒通過食品傳播的幾率較小。
因此，專家認為，雖然目前冷鏈依然具有較高的新

冠病毒攜帶風險，但中國海量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如
果貿然停止進口，可能會打破供需平衡，引發新一輪的
食材漲價，這與中國經濟復甦的總體戰略相悖。防範進
口冷鏈食品疫病傳播風險，需從監管部門、食品生產經
營者和消費者三方着手，確保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各項
措施落實到位。

專家：毋須“一刀切”停進口

■■在市場環節上在市場環節上，，進一步完善追溯進一步完善追溯
管理管理，，做到所有進入市場的進口冷做到所有進入市場的進口冷
鏈食品來源可查鏈食品來源可查、、去向可追去向可追。。圖圖
為為 1111月月33日日，，北京市豐台區市場北京市豐台區市場
監督管理局東高地街道市場監管所監督管理局東高地街道市場監管所
的執法人員在核查超市內的進口冷的執法人員在核查超市內的進口冷
凍食品追溯信息凍食品追溯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漸趨明朗，市場預期拜登當選可讓中美關係有機會緩和，

加上輝瑞新冠疫苗試驗成效顯著，道指期貨越升越有，9日港股全日走高，並一舉

衝上26,000點，收報26,016點，漲303點。“ATMX”領漲下，恒生科技指數再

破頂，騰訊、美團和京東股價同創新高。分析預期受惠美國大選結果，短期市場

氣氛呈正面，對出口、航運和手機設備股有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新冠疫苗在望 科指破頂
港股外圍早段飆近500點 衝越265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全球
股市同走“拜登牛”，市場憧憬中美關係有望改
善，A股開啟狂飆模式。滬深三大指數周一均大幅
向上，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收漲
1.86%、2.19%、2.96%，其中深成指突破14,000點
整數關口，創業板指則收回2,800點，量能重上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單日淨流入197
億元。

北向資金淨流入年內最高
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破6.60關口，為2018

年6月底以來首次；離岸人民幣匯率也繼續走高。
早盤滬綜指高開0.52%，深成指、創業板指高開
0.69%和0.76%，此後一路高歌猛進，兩市做多熱
情燃爆，至尾市因部分科技股有所退潮，才稍稍震
盪回調。最終滬綜指收報 3,373 點，漲 61點或
1.86%；深成指報14,141點，漲302點或2.19%；
創業板指報2,814點，漲80點或2.96%。兩市成交

額時隔兩個月再度超過萬億元，錄得10,835億元，
其中滬市成交4,299億元，深市成交6,536億元，北
向資金全日淨流入197億元，創年內新高。WIND
數據顯示，截至9日，11月以來北上資金累計淨流
入411億元。

盤面上，科技板塊漲勢如虹。第三代半導體暴
漲近7%，中芯概念、光刻膠整體漲超6%，半導
體、國產芯片升幅超過5%。兩市行業、概念板塊
普漲，唯一下挫的是珠寶首飾板塊，微跌0.3%。
Choice數據表明，剔除年內上市的次新股，當日共
有50隻股票盤中股價刷新歷史新高，廣泛分布於食
品飲料、醫藥生物、機械設備等行業。

有分析稱，近期股價創新高的品種仍然集中在
各領域的核心資產，在疫情等諸多因素的擾動下，
行業龍頭往往能夠取得超越行業平均水平的業績增
速，從而具備更高的投資確定性。9日50隻刷新歷
史新高的股票中，有18隻最新總市值超過1,000億
元，佔比超過三分之一。

外電9日報道，輝瑞新冠疫苗試驗成效顯著，
成功率逾九成，該公司預期在今年內最快

可以生產5,000萬劑疫苗，明年將可向全球供應
近13億劑疫苗。消息刺激道指期貨越升越有，截
至9日晚8：45，道指期貨狂飆1,500點，恒指夜
期曾飆804點。

回看9日港股，恒指高開444點，隨即升穿
26,000點，升勢持續到中午，最高曾見26,172
點，漲460點；午後升幅雖略收窄，但收市仍升
303點，收報26,016點，港股連升3日累漲約
1,130點，大市9日成交逾1,684億元（港元，下
同）。此外，在多隻科技股造好之下，恒生科技
指數再破頂，9日收報8,394點，升241點。

“ATMX”搶眼 美團再創新高
科技股持續有資金追捧，“ATMX”表現搶

眼，騰訊12日公布季度業績，績前股價最高曾見
633元，為上市新高，惟臨近收市升幅略為收
窄，收報622.5元，升1.3%；而小米和阿里巴巴
則分別升1.8%、2.9%。此外，本年最後一次恒
生指數季檢，將於本周五（13日）收市後公布，
市場預期上次季檢時意外落選的美團 為染藍大
熱，9日股價再創新高，最高曾見338.2元，收報
335.2元，升2.6%。

另一方面，拜登上台市場憧憬中美貿易關係
有望緩和，拜登或“放生”華為及中興通訊，手
機設備股9日現升勢，舜宇光學升逾8%，收報
158.9元，為9日表現最好的藍籌股，瑞聲科技、
比亞迪電子和中興通訊升幅由4.9%至7.2%。而9
日北水南向淨流入最多的3隻股份，分別為騰

訊、舜宇及港交所，分別錄得淨流入8.26億、3.1
億及2.55億港元。晶片股亦錄升幅，中芯國際升
2.5%，華虹半導體升2.8%。

個別股份方面，雷蛇9日發出盈喜，料全年
業績轉虧為盈，9日股價狂飆18.2%，收報2.73
元。

中美關係緩和 將利好中資股
凱基證券亞洲研究部分析員陳樂怡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到美國總統大選結果
漸趨明朗，短期市場氣氛呈正面，市場預期中美
關係有機會緩和，對出口、航運和手機設備股有
支持，而且外資積極流入內地市場，對在港的中
資股有利，至於疫苗有望明年面世，傳統經濟股
如工業股、金融股和內銀股相信會受惠，中長期
來說該類股份走勢向好。

她續稱，本周五收市後公布恒指季檢，市場
大熱股份為美團，外界認為美團業務切合到內地
政策主張雙循環的概念，至於其餘有機會染藍的
黑馬股份還有安踏、阿里健康和海底撈。

低吸傳統股 待宏觀經濟復甦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認為，受政

策關注，科技股短期內將始終為市場焦點。他指
出，上月底國家“十四五”規劃出台，對科技創
新推動經濟發展的目標更加明確，因此期內會一
直是股市的最大看點。部分傳統行業如本地地
產、建築等逆市錄跌幅，長和跌2.1%，恒隆地產
跌1.4%。他指，這些產業股價將更多跟隨宏觀經
濟復甦情況，但不排除會有人趁低吸納。

憧憬中美關係改善 A股放量急漲
■■港股連升港股連升33日日，，99日一舉衝破二萬六日一舉衝破二萬六，，成交逾成交逾11,,684684億港元億港元。。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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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真正的省錢之道何謂真正的省錢之道?? 足夠的保障更重要足夠的保障更重要

作者: 李淑惠/萬德福保險負責人
這幾天接到好多電話，詢問關於

PPO可以減免$ 95元Part B月費之事，
我要鄭重聲明，這補助$95 元的計畫並
不是PPO，它是HMO的計畫，而且是
很貴的HMO計畫。

站在做生意的角度，只要可以銷售
即可；站在一個幫助長者的經紀人和財
務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客人不一定省到
錢。除非您健康如牛，不看專科，不照
MRI，不急診，不住院，那就一定可以

省到錢。請長者們好好和自己的身體商
量一下，再做決定，別撿了芝麻卻丟了
西瓜籽。

李淑惠一共代理九家保險，您要的
都在我這裡，想省$1140，想要 PPO，
不要 HMO，想要$3400 元，不要$6700
元，自己支付的共同保費等等，我這兒
都有。只要打 281-758-9125 電話預約
，不需見面，可以在電話上替您講解保
險。我也代理 Medigap，俗稱 Supple-
ment+ 處方的方案，不管您如何選擇，
李淑惠都尊重您的選擇，從旁幫忙講解
。
老人保險的註冊開放期是 10月15日到
12月7日，請長者們快採取行動!

問: 為什麼有了Medicare健保後，
還要再參加一個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呢?

答：Medicare的保險分Part A(住院)
、Part B(看醫生用)，它不包括藥處方。
原始的 Medicare 保險，只保 80% 。Part
A和B都有自付額，也沒有設 「封頂」

來保護財物損失。
參加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好

處，是可以把Part A和B的自付款(大約
$2000元)分攤掉，也可依據自己的財務
能力，選擇一年裡最多自己可以付出的
醫療費用，從$3000 元到$10000 元左右
。視各家保險計劃訂封頂，來保護個人
財產，不會因為醫療費用而拖垮了。

加入 Advantage 計畫，還有不少的
優點，舉例來說，可以把藥處方免費加
入，而且還可能給您帶來世界旅遊時的
急診、健身房會員卡、牙保、眼鏡、補
助耳機、提供交通車(醫療用)、針灸、
出院後的營養餐、和贈送非處方藥的零
用錢等等，這些都是各家保險公司可能
提供的額外福利。

問: 擔心疫情，不用面對面也可以
參加一個計劃?

答：可以的。現在政府讓保險公司
靈活的使用各種平台，來讓客戶保持距
離的選擇加入計畫。我過去以 iPad 的
FaceTime 、LINE、微信、電話等都可

以跟長者解釋保險，幫您找到適合自己
的計劃。

要強調一下，因為這種靈活使用，
可能會有一些不合規則的經紀人，拿到
您資料就說得到您同意，而把您加入不
是您要的保險。請記得，一定不要隨便
把紅藍卡、或者個人資料給不認識的經
紀人，一個合乎規則的經紀人若沒得到
您同意，連電話都不能打。為了自己的
安全和利益，不要開門給不認識的人，
不接電話銷售疲勞轟炸。

長輩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保險，了
解清楚再決定。請掛電給全職服務、代
理多家保險公司、誠信可靠的李淑惠。

李 淑 惠 的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
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
打電話。有些AT&T家庭電話可能打不
通，可以用手機打)。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當今最熱門的職業之一 學生可籍此進入 IT
領域

(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新冠疫情的加劇，越來
越多的人正在尋找工作以期重返職場，休斯頓社
區大學已啟動為期四周的免費培訓計劃，以幫助
學生找到電腦技術問題專家一類的工作。

HCC 西南校區與Capital IDEA Houston合作，
提供免費的電腦技術培訓營，僅需四周時間，以
幫助求職者找到電腦技術問題專家的工作。培訓
時間從11月16日至12月18日上午9點至下午1點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上課 (感恩節期間不上
課)，包括線上課程與面對面的實驗室時間。

HCC 西南校區校長 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給許多家庭造
成經濟困難，我們希望盡一切可能來幫助休斯頓
市民恢復工作。這個短期培訓營將使學生有機會
進入信息技術領域，這是當今德州最熱門的職業
之一。”

符合資格的學生將獲得獎學金，用來支付學
費、書籍、實驗室的使用、以及獲取 CompTIA
A+ 憑證的考試費用，這些考試將讓學生獲得資格

從事電腦技術問題專家的工作。
學生還可以從學校獲得一系列的職業生涯和

工作的協助服務，例如簡歷撰寫、職業指導、和
工作匹配等。

HCC與非營利機構Capital IDEA Houston之間
合作夥伴關係已有十餘年之久，此次培訓營由社
區大學的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所創建，培訓計劃得到哈里斯縣返工
計劃（Harris County Back-to-Work Program）資
助，旨在幫助因新冠疫情而失業的民眾。

Capital IDEA是一項綜合職業發展計劃，可通
過資助學費並抵消其他相關費用，來獲得副學士
學位或技術培訓，以幫助民眾找到搶手的工作。

HCC的培訓將包括如何在個人電腦、數碼設
備和操作系統上進行安裝、配置、故障排除、修
復、和執行功能的預防性維護。它培養學生從事
多種解決電腦問題的工作，例如IT服務台人員、
技術問題專家、和電腦維修技術員。

11月16日至12月18日上午9點至下午1點將
同時開設兩個工作培訓營。星期一、星期三和星
期五上課。課程將通過線上和實驗室時間等方式

進行。(感恩節這一周沒有課)。
考出CompTia A+ 證書的學生將可在HCC獲

得大學級別的學分，可用於獲得適用的證書、副
學士學位或學士學位。

HCC西南校區終生學習和信息技術計劃主任
薩米爾•塞伯（Samir Saber）援引美國勞工統計局
的數據說：“從2019年到2029年，電腦技術問題
專家 (Computer Support Specialist) 的工作前景看好
，有預期8％的增長，遠高於電腦業平均水平，我
相信，隨著我們看到全球範圍內更多員工和公司
進行遠程工作，前景將更上層樓。”

要獲得獎學金，學生必須符合以下資格：
•年滿18歲且未充分就業、或生活在貧困中
•為哈里斯縣居民
•擁有高中文憑或GED
•直接或間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達到或低於聯邦貧困線的250％

因為名額有限，欲註冊者從速，請發送電子郵件
至 mozhgan.amini@hccs.edu 或 dit.ce@hccs.edu， 或
致電713.718.8841。

關於HCC

休斯頓社區大學（HCC）由15個卓越中心和
眾多衛星校區所組成，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
的人群，無論是應屆學生、或是尋求成人教育的
在職人士，都是HCC的服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
程培訓人才，以滿足不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
生畢業後能找到工作、或在HCC獲取學分和副學
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提供副學士學位、證書、勞動力培訓、和
終身學習機會，要了解更多信息，請上網hccs.edu

疫情期間求職難疫情期間求職難 HCCHCC提供免費快捷培訓營提供免費快捷培訓營
四週電腦維養技術基礎培訓四週電腦維養技術基礎培訓 助您重返職場助您重返職場

Vanguard Academy 成立
於1993年，是休斯頓第一家
由華人創立正規、合法的三
語幼兒園，擁有德州政府頒
發的正式幼兒園執照（學費
可抵稅）。 VanguardAcade-
my 成功獲得“Texas Rising
Star” 和 “Texas School
Ready” 的 雙 重 認 證 資 格
（休斯頓唯一獲得雙重認證
的華人幼兒園）。

園區採用英語、中文、
西班牙語的三語教學是幼兒
園的一大辦學特色。 。

04 按年齡分班，權威教
材保障質量

Vanguard Academy 按 照
孩子的年齡進行分班，寶寶
們通過在幼兒園階段的超前
學習，升學後直接與小學接

軌，甚至進入 GT 班（超前
班），讓寶寶們贏在起跑線
上。

幼兒園目前接收最小 6
週（嬰兒寶寶），最大12歲
的孩子（小學），具體分班
如下：

Infant （6週-12個月）
Young Toddler （13-24

個月 ）
Old Toddler （2-3歲）
Pre-School (3-4歲)
Pre-K （4-5歲）
School Age （課後班）

5-12歲
園區採用英語、中文、

西班牙語的三語教學是幼兒
園的一大辦學特色。

疫情期間，幼兒園安裝
了體溫自動報警測量儀（每

個老師、孩子在進入幼兒園
以前，都要測體溫）、改良
通風設施、增加教室開放空
間。並且使用紫外線燈進行
深層消毒，全面保障衛生安
全。

幼兒園每天給寶寶們精
心準備營養豐富的早、午餐
以及下午健康點心（每天兩
次）。 Vanguard Academy 參
與德州政府的兒童膳食計劃
（Child Food Program，注：
該計劃不算公共福利），

Vanguard Academy 通 過
多種方式（微信、短信、幼
兒園APP-Brightwheel），及
時向家長們報備寶寶們在幼
兒園的情況！

Vanguard Academy讓家長放心
休斯頓華人幼兒園Katy園區開業

Katy 園區
21950 Kingsland Blvd, Katy,

TX 77450
(346) 257-4770

Katy@vanguard-academy.com
Mon-Fri: 6:00 am – 7:00 pm
Sat: 8:00 am – 7:00 pm

Sun: Closed
www.vanguard-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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