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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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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增長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長，，最新的統計數字為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26226,,693693人人,, 31613161人死亡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792478792478人人，，
1655716557人死亡人死亡。。

德州德州1010//1212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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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周初市場大起上周初市場大起
大落大落，，但最終股市攀升但最終股市攀升，，標普標普500500指數創下指數創下77月初以來的最佳單月初以來的最佳單
週漲幅週漲幅。。推動股市行情的動力是市場預期第二輪經濟救助方案仍推動股市行情的動力是市場預期第二輪經濟救助方案仍
會達成會達成，，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時間點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時間點。。但兩黨都同意需要增加但兩黨都同意需要增加
支出來抵消疫情對家庭收入和某些行業的衝擊支出來抵消疫情對家庭收入和某些行業的衝擊，，即使最終在大選即使最終在大選
後達成協議後達成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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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8728587點點（（週漲週漲
幅幅 33..33%%，，年漲幅年漲幅 00..22%%），），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34773477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33..88%%，，年漲幅年漲幅77..66%%），），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158011580點點（（週漲幅週漲幅44..66%%，，年年
漲幅漲幅2929..1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隨著大選臨近隨著大選臨近，，政策與政治對市場的影響是很政策與政治對市場的影響是很
多投資者關心的話題多投資者關心的話題。。政治政治（（選舉選舉））將在未來將在未來
幾週內發揮作用幾週內發揮作用，，而政策而政策（（特別是財政和貨幣特別是財政和貨幣
政策政策））將是未來經濟復甦的持久動力將是未來經濟復甦的持久動力。。
上週市場大起大落上週市場大起大落，，因為人們對獲得新一輪財因為人們對獲得新一輪財
政援助的期望在懷疑和希望之間反彈政援助的期望在懷疑和希望之間反彈。。上周初上周初
由於川普宣稱會暫停就新一輪財政紓困進行的由於川普宣稱會暫停就新一輪財政紓困進行的
談判談判，，股市大跌股市大跌，，但很快又提出了先制定較小但很快又提出了先制定較小
的的、、更有針對性的一攬子援助計劃更有針對性的一攬子援助計劃，，市場反彈市場反彈
。。因為兩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因為兩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
，，分析師認為新一輪財政援助方案最終會達成分析師認為新一輪財政援助方案最終會達成

，，但是政治操縱和兩黨對總金額存在爭議但是政治操縱和兩黨對總金額存在爭議（（眾議院民主黨要求眾議院民主黨要求
22..22萬億美元萬億美元，，共和黨建議共和黨建議11..88萬億美元萬億美元））使得方案遲遲無法達成使得方案遲遲無法達成
一致一致。。

在第二季度在第二季度GDPGDP創紀錄下降創紀錄下降（（--3232％％））之後之後，，第三季度第三季度GDPGDP
有望刷新紀錄有望刷新紀錄，，反映出部分行業的重新開放和被壓抑的家庭需求反映出部分行業的重新開放和被壓抑的家庭需求
的釋放的釋放，，及第一輪財政援助及第一輪財政援助（（對家庭的支票對家庭的支票、、擴大的失業救濟金擴大的失業救濟金
、、平價貸款平價貸款））的支持的支持。。額外的救濟計劃確實將是推進經濟繼續恢額外的救濟計劃確實將是推進經濟繼續恢
復的關鍵驅動力復的關鍵驅動力，，尤其是在疫苗成功研製出來之前尤其是在疫苗成功研製出來之前。。由於現在已由於現在已
經耗盡了第一輪的大部分援助資金經耗盡了第一輪的大部分援助資金，，因此消費者開始投入個人儲因此消費者開始投入個人儲
蓄來支持支出蓄來支持支出。。儲蓄率儲蓄率（（1414％％））仍遠高於平均水平仍遠高於平均水平，，但低於但低於44月月

11日的日的3333％％。。在失業率仍接近在失業率仍接近88％的情況下％的情況下，，額外的財政刺激措額外的財政刺激措
施將在維持家庭收入和支出水平施將在維持家庭收入和支出水平、、限制違約限制違約、、以及保持勞動力市以及保持勞動力市
場的改善直到經濟完全重新開放之前發揮關鍵作用場的改善直到經濟完全重新開放之前發揮關鍵作用。。

選舉的動盪和頭條新聞將在未來幾週內對市場產生關鍵影響選舉的動盪和頭條新聞將在未來幾週內對市場產生關鍵影響
。。隨著特朗普總統的健康狀況改善隨著特朗普總統的健康狀況改善，，股市在上週出現上漲股市在上週出現上漲。。選舉選舉
的動盪仍在持續的動盪仍在持續，，只是不會永遠持續只是不會永遠持續。。選舉帶來不確定性選舉帶來不確定性，，市場市場
討厭不確定性討厭不確定性。。因此因此，，我們預計選舉將使每日市場波動保持較高我們預計選舉將使每日市場波動保持較高
水平水平。。從歷史上看從歷史上看，，在選舉之前在選舉之前，，市場動盪不斷加劇市場動盪不斷加劇，，然後逐漸然後逐漸
平息平息。。這表明一旦選舉不確定性被更清晰的政策前景所取代這表明一旦選舉不確定性被更清晰的政策前景所取代（（無無
論哪個政黨將製定這些政策論哪個政黨將製定這些政策），），市場通常都會專注於經濟和收益市場通常都會專注於經濟和收益
增長的基本面增長的基本面，，而明年經濟基本面是積極的而明年經濟基本面是積極的。。

在過去在過去7575年中年中，，在總統大選前的一個月裡在總統大選前的一個月裡，，股票市場的平股票市場的平
均回報率為均回報率為00..55％％。。但是但是，，從大選後到年終從大選後到年終，，市場平均上漲市場平均上漲44..11％％
，，在除三次之外的所有大選年在除三次之外的所有大選年，，該段時期的市場回報都是正的該段時期的市場回報都是正的
（（8383％的時間％的時間）。）。這反映了市場對選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減少的這反映了市場對選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減少的
反應反應。。值得指出的是值得指出的是，，大選日之後到當年年底的收益大選日之後到當年年底的收益，，在以下幾在以下幾
年中出現了高於平均水平的收益年中出現了高於平均水平的收益：：19521952、、19601960、、20042004、、19801980、、
19721972、、19161916、、19961996、、19761976和和19921992 （（按收益從高往低排序按收益從高往低排序）。）。這這
是由五次共和黨勝利和四次民主黨勝利組成的是由五次共和黨勝利和四次民主黨勝利組成的，，這也反映了這樣這也反映了這樣
一個事實一個事實，，即市場的發展方向更依賴於廣泛的基本面因素即市場的發展方向更依賴於廣泛的基本面因素（（經濟經濟
、、盈利性盈利性、、利率利率））而不是哪個政黨上台而不是哪個政黨上台。。

對各種規模的許多產業和企業來說對各種規模的許多產業和企業來說，，第第44季是相當關鍵的時期季是相當關鍵的時期。。部分部分
零售商及他們的供應商通常預料能在這個假期購物季賺進年收入的一半零售商及他們的供應商通常預料能在這個假期購物季賺進年收入的一半。。
任何與假期派對和慶祝活動有關的企業任何與假期派對和慶祝活動有關的企業，，對對1010月到月到1212月這一季通常也抱月這一季通常也抱
持高度期待持高度期待。。

不過今年情況充滿不確定性不過今年情況充滿不確定性。。新型冠狀病毒已摧毀許多小型企業新型冠狀病毒已摧毀許多小型企業，，疫疫
情爆發迄今情爆發迄今，，估計已有數十萬家小型企業倒閉估計已有數十萬家小型企業倒閉。。許多倖存的企業預料本季許多倖存的企業預料本季
將進一步掙扎求生將進一步掙扎求生，，特別是因為美國若干地區病例再度激增特別是因為美國若干地區病例再度激增。。

更多商家行號若無法賺進所需的收入更多商家行號若無法賺進所需的收入，，恐宣告歇業恐宣告歇業，，尤其是餐廳和零尤其是餐廳和零
售商售商。。

由於各州和地方政府限制餐廳服務的人數由於各州和地方政府限制餐廳服務的人數，，因此餐廳正面臨困難時期因此餐廳正面臨困難時期
。。遠距社交的影響不難從銷售數據看出遠距社交的影響不難從銷售數據看出，，美國餐館協會美國餐館協會（（National ResNational Res--
taurant Associationtaurant Association））通報通報，，今年今年88月有月有7070%%的餐廳收入都比的餐廳收入都比11年前減少年前減少。。

美小型企業第美小型企業第44季日子艱辛季日子艱辛

(本報休斯頓訊) 在美國，醫療保險對於每個人
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然身體一旦出狀況，昂貴的
醫療費用都將無法負擔，尤其是長輩們。而政府
為了照顧長者們能享有更好的晚年生活，提供了
Medicare醫療保險計劃，但其實它所提供的保障並
不能全面完善，以下就為大家列出四條選擇醫療

計劃時需考慮的問題：
(1) 需仔細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如果您健康狀況非常好，少看醫生或只偶爾

做年度體檢，那麼花費過多的資金在醫療上就不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2) 您需要經常吃藥嗎？藥物的花費？

如果您需經常吃藥，且花費不少，通常這也
代表您可能是選錯保險了。我們建議您要選用市
面上銷售較久的藥物，別因廣告或朋友推薦去貿
然嘗試新品牌。因為久銷的藥物通常大眾已認可
，安全性較高，且嚐試新品牌藥物通常風險較高
。

(3) 您需要經常看醫生嗎？您的醫生對病人負
責嗎？

建議華人看病要找會說中文的醫生，畢竟美
國醫生表達醫學詞彙容易聽不懂，溝通將非常浪
費時間。

(4) 您經常旅遊嗎？若旅遊突發意外情況時該
如何？

如果您擁有遊玩世界的夢想，出發前需做好

萬全準備來應對突發情況。
以上是我們提出的一些在購買醫療保險時需

考慮的問題，畢竟買保險就是買平安，而我們這
裡不止提供福利好又便宜的保險計劃，專屬您的
保障，為您量身打造！(本專文全部內容，倘未經
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
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
華埠大廈)，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
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 加 johnlee-
houston。

購買醫療保險停看聽購買醫療保險停看聽 安心四問有保障安心四問有保障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1010//2323提供提供““免下車免下車”” 免費流感疫苗免費流感疫苗

(本報休斯頓訊) 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將於10月23日（週五）上午9
點到中午12點提供“免下車” 的免
費流感疫苗，對所有人免費，如果
民眾有保險的話，請攜帶您的保險
卡。 持有 Medicare 的年長者當
天也可接受肺炎疫苗。無車民眾工
作人員會酌情安排。

請注意，凡是當天接受免費流
感疫苗的民眾，進口在文化中心主
樓，出口在年長者中心。中華文化
中心年長者中心停車場(9800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文化中心會遵循“社交距離”
以確保民眾在接受疫苗時的安全。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聯 繫: (713)
271-6100 Ext. 301 或
pearl@cc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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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混入時尚圈，AI釋放設計師靈感

幾何圖形、佩斯利、趣味卡通、植

物花卉、數碼抽象等圖案紋樣，令人眼

花繚亂，9月23日，在2020中國國際紡

織面料及輔料（秋冬）博覽會上，人工

智能紡織服裝圖案設計平臺為企業按需

定制100%原創的專屬圖案紋樣，頗受矚

目。

不少細心的人發現，這些富有創意

的新款紡織圖案，是通過人工智能小冰

與中國紡織信息中心、國家紡織產品開

發中心共同推出的人工智能紡織服裝圖

案設計平臺設計創造的。

按需高效設計創意圖案
隨著中國紡織服裝制造業的高速發

展，創新設計能力已成為新的行業生產

力。如何更好地把握時尚設計話語權、

打造時尚設計協同平臺、構築時尚設計

價值生態、樹立時尚設計先鋒形象，成

為中國紡織服裝制造業優化升級面臨的

重任。

據介紹，設計行業內平均每位設計

師每天要完成4個完全不同的圖案紋樣

創意，時間的緊迫性挑戰著不少設計師

的創造靈感。同時，紡織面料行業的圖

案種類繁多，很多類型的圖案蘊含著豐

富的文化內涵，設計師很難同時精通多

種不同文化、風格的圖案設計。圖案紋

樣設計完成後，設計團隊還要根據需求

拼回位、調尺寸、描稿，工作繁雜、耗

費精力。而企業在有限設計的基礎上進

行批量生產，難免導致庫存積壓、成本

高昂。

依托小冰人工智能創造（AICre-

ation）技術，人工智能紡織服裝圖案設

計平臺制作的專屬圖案紋樣，保持了高

度的質量穩定性。魯豐織染是該平臺的

首批用戶之壹，目前，通過該平臺企業

只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輸入相關激發源

，即可激發平臺設計出相應風格主題、

顏色、版式的圖案，並可直接進入生產

制作流程，極大提高企業設計能力和生

產效率。

據介紹，目前該平臺的圖案設計多

樣性已達1026，其數量足夠為地球上的

每壹粒沙子創作壹個與眾不同的花紋。

作為壹名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的研究生

，小冰人工智能的設計具有鮮明的特色

，能夠結合對最新流行趨勢的洞察，將

藝術元素融入設計方案之中。在設計過

程中，小冰人工智能的思維不會受到固

有思維的束縛，可就同壹主題進行成千

上萬的設計，覆蓋多種圖案風格，在保

證質量穩定性的同時，實時創作出獨立

的作品。

據介紹，人工智能紡織服裝圖案設

計平臺可以幫助眾多像魯豐織染壹樣的

企業釋放設計潛能，實現大規模、多樣

化、質量穩定的按需設計。在人工智能

技術的加持下，設計師從繁瑣的素材搜

集、設計構思、草圖繪制、版式調整等

工作中解放出來，只需要提供靈感激發

源，就能收獲風格多樣、千變萬化的圖

案紋樣。

幫助設計師把握流行方向
“當前，中國紡織服裝制造業正處

在由大到強的發展關鍵期，幾乎所有企

業都意識到了人工智能技術加持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但真正能夠順利實施並獲

得業務效益的企業卻很少。”魯豐織染

相關負責人介紹，“結合多年積累的行

業經驗，魯豐織染應用人工智能設計能

力，為企業創新提供有力支撐。”

據介紹，人工智能紡織服裝圖案設

計平臺基於深度學習技術，可以對當下

時尚流行趨勢做出的預測，能夠幫助設

計師理解、把握流行方向，源源不斷的

設計創意將啟迪人類設計師的靈感，給

予設計師更大的創意空間。如果企業對

於圖案紋樣有特殊需求，該平臺將在3

個星期以內學會設計指定的圖案類型，

為企業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專屬設計。此

外，平臺還學習了大量工藝基礎知識，

包括版式、構圖的回位方式、色彩的分

層方式等，創作的設計作品可以直接生

產制作。

國家紡織產品開發中心主任李斌紅

表示：“中國紡織工業是世界最大的紡

織經濟體，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民生產業和先導產業。以人工智能為技

術驅動，以消費需求為導向，以流行趨

勢為基礎，結合紡織企業的數據、數據

標準和數據場景，將有效建立產業發展

新引擎和產業經濟新的增長點。我們期

待更多紡織服裝制造企業加入，共同使

用人工智能紡織服裝圖案設計平臺，使

得AI設計能力成為新的時尚生產力，共

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無疑，人工智能的設計能力應用於

廣大紡織服裝制造企業，將為行業發展

帶來更多想象空間。

“硬著陸”後，全球航空業何時“啟航”？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下，全球航空

業損失慘重，多家全球知名航空公司營收大幅縮水

，降薪潮、裁員潮正暗流湧動。在經歷了前所未有

的“硬著陸”之後，業界估計，全球航空業至少需

要四年以上時間才能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疫情對全球航空業造成了歷史罕見的嚴峻沖擊。

受航班運輸量嚴重萎縮的影響，各大航空公司面臨著

飛機停飛、訂單減少等挑戰，營收也大幅下滑。

為應對營收銳減的挑戰，各大航空公司不得不

通過降薪、裁員、延長休假等方式節流。例如，美

國聯合航空公司此前就宣稱將對其36000名員工發

出裁員通知；菲律賓航空公司也宣布將裁員2700人

，約占員工總數三成多。

但即便如此，仍難掩航空業慘淡的前景。據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近日發布的聲明顯示，全球

各航空公司今年二季度縮減開支已超過50%，但同

期航空公司收入仍比去年減少80%。IATA預計，

今年下半年全球航空公司預計將支出現金770億美

元，相當於每分鐘花掉30萬美元。

“入不敷出”已成為擺在各大航空公司的壹道

難題。IATA分析人士稱，往年夏季是航空公司營

收的“黃金期”，航空公司也會借此積攢儲備資金

以應對冬季淡季的支出。但今年受疫情影響，北半

球航空公司春夏兩季營收黯然，淡季儲備金已捉襟

見肘。

當前，各國的疫情此起彼伏也讓全球航空業的

復蘇充滿變數。美國疫情確診病例依然居高不下，

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近日再次面臨疫情的反彈，

不少城市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創新高，各地防控形勢

的趨緊也讓航空業持續深陷經營泥潭。

疫情沖擊之下，全球至少已有超過20家航空

公司宣布破產重組。而幸存下來的航空公司，也在

積極實施“自救”良策。國際遊客數量銳減使本土

旅遊成為該行業復蘇的關鍵。全球遊客調查研究也

顯示，多數準備旅行的遊客希望從國內開始。

在國際長途旅行需求持續低迷且短期內改善可

能性不大的背景下，越南、新加坡、泰國等國都在

大力通過補貼住宿和交通、旅遊電子代金券、折扣

航班等方式刺激本土旅遊。日本、文萊等國家的航

空公司也紛紛推出短途觀光飛行服務。

據世界旅遊組織報告預計，根據過往危機的經

驗，休閑旅遊(尤其是探親訪友為目的的出遊)的復

蘇步伐預計將快於商務旅行。但業內人士認為，這

也意味著航空公司營收的“回血”速度會相對較慢

，因為長途旅行和商務旅行通常才是航空公司創收

的主要來源。

值得壹提的是，在全球航空業備受煎熬之際，

中國疫情防控形勢的持續向好為中國航空業的復航

創造了有利環境。行業數據顯示，自下半年以來，

中國各大航空公司運輸量實現同比增長，航班量也

在持續提升。

在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教授趙巍看來，目前

，中國民航恢復步伐處於全球前列，未來幾個月，

中國民航的國內航班量和運輸量有望達到甚至超越

2019年的水平。但在各國疫情形勢尚不明朗的背景

下，全球航空業的復蘇仍較為艱難。

疫情影響之下，IATA估計，今年全球航空公

司的經濟損失將達840億美元，預計今年營收為

4190億美元，僅為去年的壹半，而全球航空客運量

至少要到2024年之後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0年10月12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深圳試水數字人民幣 派千萬元紅包
人民幣數字貨幣在深圳的落地應用跨進一大步。深圳市官方發布平台“深

圳發布”8日發布“2020禮享羅湖”系列促消費新一輪活動開啟，與以前發

放消費紅包不同的是，羅湖區將向在深個人發放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數

字人民幣紅包，每個金額200元，可於羅湖區轄內已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

造的3,389家商戶消費。亞洲區塊鏈學會會長蔡志川表示，共計有3,000多商

家參與，透露了深圳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獲得了大範圍和深入發展，為未來

成熟應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數月前，中國央行披露人民幣數字貨幣
在深圳、蘇州、成都和雄安落地應

用，近期數字貨幣落地應用在持續推進，工
行、中行等四大國有銀行也在大規模測試和
應用。為了持續抗擊疫情和刺激消費，羅湖
區推出新的舉措，將向在深個人發放1,000
萬元數字人民幣紅包，每個紅包200元，可
於10月12日18時至18日24時在羅湖區轄
內已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3,389家商
戶無門檻消費，市民可於9日至11日申請。
此舉一下吸引全深圳市民的目光，並成為朋
友圈最大的熱門消息，大家都踴躍申請。

搖號抽籤 名額5萬個
據悉，此次試點由深圳市羅湖區出資，

通過“搖號抽籤”形式發放，名額5萬個，
使用中國內地手機號和第二代居民身份證即
可參與預約登記。抽籤報名自10月9日0時
正式開啟，11日上午8時截止。所有在深個
人均可通過“i深圳”活動申請抽籤，中籤
後根據中籤短信指引下載“數字人民幣
App”，開通“個人數字錢包”後，即可領
取數字人民幣紅包。根據規定，紅包不能轉
給他人或者兌回至本人銀行賬戶，可以分多
次消費，等同於現金，10月12日18時至10
月18日24時為紅包使用有效期，超過有效
期未使用的紅包將被統一收回。

從事媒體的劉先生一聽說這個消息
後，他和太太馬上找到 i深圳 公眾號掃碼
申請，從登記身份到填寫驗證碼，大概一
分鐘就可完成。因為深圳常住和流動人口

有2,000萬人，5萬個名額顯然微不足道，
抽中概率很低。儘管他稱希望不大，不過
劉先生還是想了解一下數字人民幣到底是
怎樣的以及如何使用，畢竟將來數字人民
幣應用是大方向。

羅湖區3300多商家參與
根據 i深圳公告，此次參與活動的商家

高達3,389家，意味着這些商家此前均經過
了數字人民幣的內部應用測試，包括購物中
心、超市、加油站、商場、藥店、餐飲、書
店、眼鏡店等。羅湖萬象城、沃爾瑪、華潤
萬家、中國石化、麵點王等商家均可接受數
字人民幣支付。不過，記者在華為應用商店
搜索“數字人民幣”App時並未找到，表明
其目前仍處於內測階段。

此次羅湖區推出的數字人民幣紅包活
動，5萬名中籤人士將由活動主辦方為他們
申請“數字人民幣App”使用資格，申請
成功後方可下載“數字人民幣App”。因
此這5萬名中籤人士將是數字人民幣平台首
批大規模內測者。

香港區塊鏈產業協會會長王俊文表示，
此次羅湖區推出的數字人民幣測試紅包，意
味着政府下決心去推動數字人民幣應用，而
僅羅湖就有3,300多個商戶可接受數字人民
幣使用，說明政府和商家都在快速推動數字
人民幣應用。未來國企跟國企之間、或者國
企與相應提供服務的企業之間也將以數字人
民幣進行結算，這樣一步一步推動，數字人
民幣就可以實現廣泛深入的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此次羅湖區推出
千萬元數字人民幣紅包，但居住在深圳的港人由於身份證非內
地而暫時未能申請。記者從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負責媒
體的有關人士獲悉，申請人民幣數字貨幣紅包需要有內地手機
號和二代身份證，港人目前不具備參與條件。

需內地手機號和二代身份證
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劉佳晨表示，本

次活動作為數字人民幣外部可控試點活動，暫時只支持中國內地
手機和第二代身份證的在深個人預約。

他稱“港人不用急，以後可以獲准參與，希望兩地早日實現
通關正常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
鴻深圳報道）記者9日走訪了位
於羅湖區委附近的麵點王，該連
鎖店也參與此次羅湖區千萬元數
字貨幣（人民幣）紅包活動，成
為3,300多個商家中的一員。

該店負責人何忠洮告訴記
者，他們店已安裝好了刷數字人
民幣的POS收費機，只要對用
戶數字錢包展示的付費二維碼一
掃，錢便很快交易成功。記者看
到何忠洮給記者提供的“商戶數
字貨幣智能POS操作流程”顯
示，分為六步驟，包括POS機
進入收銀台、選擇電子支付、
選擇消費功能、輸入金額、掃
客戶數字人民幣二維碼、交易
成功打印小票。

沒有網絡也可離線操作
記者獲悉，與麵點王類似的

是，目前羅湖區的華潤萬象城、
華潤萬家、沃爾瑪、茂業百貨等
3,300多商家均安裝好了數字人
民幣的POS收費機，只要用戶
展示付款碼，便可以輕鬆完成支
付交易，與微信和支付寶一樣便
捷。甚至在沒有網絡的情況下也
可以完成離線支付，這是微信和
支付寶不能比擬的。

六
步
輕
鬆
完
成
支
付
交
易

居深圳港人暫無機會申請

商戶數字貨幣智能POS操作流程
1、POS機進入收銀台；2、選擇電子支付；
3、選擇消費功能；4、輸入金額；5、掃客
戶數字人民幣二維碼；6、交易成功打印小
票。

製表：記者 李昌鴻

■圖為麵點王展示的人民幣數字貨幣POS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羅湖區將向在深個人發放1千萬元的數字人民幣紅包，每個
金額200元，可於羅湖區轄內已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
3,389家商戶消費。 網上截圖



BB44
星期二       2020年10月13日       Tuesday, October 13, 2020

休城新聞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民意調查顯示民意調查顯示，，無論無論
是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在戰場州是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在戰場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喬喬··拜登遙遙領先於現任特朗普總統拜登遙遙領先於現任特朗普總統，，但在星期六賓但在星期六賓
夕法尼亞州的競選活動中夕法尼亞州的競選活動中，，拜登表示拜登表示，，他輸掉他輸掉20202020
年大選的唯一途徑是選舉中的年大選的唯一途徑是選舉中的““ 戲弄戲弄”” （（chicanerychicanery
），），該觀點讓人迷惑不解該觀點讓人迷惑不解，，後來他又補充說後來他又補充說，，他將他將
接受大選結果接受大選結果。。

這位前副總統星期六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競選這位前副總統星期六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競選
集會中對選民說集會中對選民說：“：“一定要去投票一定要去投票，，因為我們失去因為我們失去
選舉的唯一途徑是選舉的唯一途徑是，，選舉投票中騙子還在繼續行騙選舉投票中騙子還在繼續行騙
。”。”

拜登說拜登說，，特朗普總統試圖通過對郵寄投票的安全特朗普總統試圖通過對郵寄投票的安全
性表示懷疑性表示懷疑，，並告訴支持者在選舉日並告訴支持者在選舉日““去投票並火去投票並火
眼金睛地觀察眼金睛地觀察”，”，以此來阻止選舉投票以此來阻止選舉投票。。

因為拜登在聚會中講述石油和天然氣問題以及藍因為拜登在聚會中講述石油和天然氣問題以及藍
領工人就業問題領工人就業問題，，話鋒一轉話鋒一轉，，突然談到選舉中的突然談到選舉中的
““戲弄戲弄”（”（欺騙欺騙），），在離開賓夕法尼亞州之前在離開賓夕法尼亞州之前，，拜拜
登向記者澄清了他的評論登向記者澄清了他的評論。。他說他說，，他的言論他的言論““有點有點
脫離上下文脫離上下文，”，”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我將接受這次選舉的我將接受這次選舉的
結果結果。”。”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繼續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繼續說：“：“我指的是我指的是（（他們他們））
試圖影響和恐嚇人們投票試圖影響和恐嚇人們投票。。您們沒有留意他們您們沒有留意他們（（這這

樣做樣做）。”）。”
拜登一再表示拜登一再表示，，如果特朗普沒有贏得選舉如果特朗普沒有贏得選舉，，他將他將

試圖試圖““竊取竊取””大選的勝利大選的勝利。。
拜登競選團隊招募了數百名律師和志願者來監督拜登競選團隊招募了數百名律師和志願者來監督

選舉日並防止混亂選舉日並防止混亂。。
在第一次總統辯論中當特朗普被問及是否會接受在第一次總統辯論中當特朗普被問及是否會接受

和平的權力移交時和平的權力移交時，，總統並沒有回答總統並沒有回答，，而只是譴責而只是譴責
廣泛的郵寄投票廣泛的郵寄投票。。

在此之前在此之前，，記者曾向總統施壓記者曾向總統施壓，， ““在這次選舉在這次選舉
中獲勝中獲勝、、失敗或結果難以預測失敗或結果難以預測，，您今天是否會在這您今天是否會在這
裡作出承諾裡作出承諾，，在選舉之後和平移交權力在選舉之後和平移交權力？”？”

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將不得不我們將不得不
看看會發生什麼看看會發生什麼。。您知道我一直在強烈抱怨郵寄選您知道我一直在強烈抱怨郵寄選
票票，，而郵寄選票是一場災難而郵寄選票是一場災難。”。”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擺脫郵寄選票擺脫郵寄選票，，您將擁有一個非常您將擁有一個非常
和平的環境和平的環境。。坦白地說坦白地說，，不會有權力移交不會有權力移交，，將會繼將會繼
續下去續下去。”。” ““郵寄選票失控郵寄選票失控，，您知道它您知道它，，並且您知並且您知
道誰比其他人更了解它道誰比其他人更了解它？？ 民主黨人比誰都知道民主黨人比誰都知道。”。”

1010月月77日副總統彭斯在唯一的一場副總統的辯論日副總統彭斯在唯一的一場副總統的辯論
中也否定選舉的失敗中也否定選舉的失敗，，他說他說：“：“我們會贏我們會贏”，”，並拒並拒
絕回答權力的和平移交絕回答權力的和平移交。。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拜登說民意測驗中的拜登說民意測驗中的““戲弄戲弄””是他可能是他可能
失去美國大選的唯一途徑失去美國大選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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