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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福克斯新聞著福克斯新聞著
名主持人勞拉名主持人勞拉··英格拉漢姆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Laura Ingraham））
週日敦促喬週日敦促喬··拜登在選舉日當天或前後拜登在選舉日當天或前後““制止制止
騷亂者騷亂者”，”，因為全國各地的企業和零售商都在因為全國各地的企業和零售商都在
店門前用膠合板覆蓋著玻璃窗戶店門前用膠合板覆蓋著玻璃窗戶，，以防可能發以防可能發
生的動盪生的動盪。。

主持人說主持人說：“：“我呼籲喬我呼籲喬··拜登敦促他的支拜登敦促他的支
持者不要在選舉之夜實施暴力和破壞行為持者不要在選舉之夜實施暴力和破壞行為。。
”” ““停止恐嚇運動停止恐嚇運動。”。”

英格拉漢姆展示了華盛頓特區的髮廊英格拉漢姆展示了華盛頓特區的髮廊、、飯飯
店店、、服裝店和銀行的幾張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服裝店和銀行的幾張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
，，企業主可能在為夏季重演的暴力騷亂和搶劫企業主可能在為夏季重演的暴力騷亂和搶劫
作好準備作好準備，，其窗戶被膠合板覆蓋其窗戶被膠合板覆蓋。。

她說她說：“：“這這（（封窗封窗））沒有得到批准沒有得到批准，，因為因為
華 盛 頓 特 區 的 市 長 穆 里 爾華 盛 頓 特 區 的 市 長 穆 里 爾··鮑 澤鮑 澤 （（MurielMuriel
BowserBowser））認為認為，，MAGAMAGA支持者如果沒有路可走支持者如果沒有路可走
，，將會橫衝直撞將會橫衝直撞。”。” 她補充說她補充說：： ““只要拜登只要拜登
在在1111月月44日取消騷亂日取消騷亂，，這實際上可能是一個好這實際上可能是一個好
兆頭兆頭。”。”

英格拉漢姆直接對她的觀眾說英格拉漢姆直接對她的觀眾說：“：“沒有人沒有人
能阻止你在選舉日投票能阻止你在選舉日投票。。他們想使你士氣低落他們想使你士氣低落
，，但這不可能但這不可能，，請看一下特朗普的這些集會請看一下特朗普的這些集會。。
”” ““看看他們看看他們，，看看這些大篷車隊看看這些大篷車隊，，看看他看看他
們高舉特朗普大旗們高舉特朗普大旗，，戴著特朗普戴著特朗普MAGAMAGA帽帽，，看看
看乘船遊行看乘船遊行。。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本沒有受到左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本沒有受到左
派的恐嚇或社交媒體審查的騷擾派的恐嚇或社交媒體審查的騷擾，，他們在華盛他們在華盛
頓為自己的英雄站台露面頓為自己的英雄站台露面。”。”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伊萬卡打破奧巴馬的單日籌款紀錄伊萬卡打破奧巴馬的單日籌款紀錄，，為特朗普籌款超過為特朗普籌款超過35003500萬美元萬美元

英格拉漢姆敦促拜登在選舉之夜英格拉漢姆敦促拜登在選舉之夜
““制止騷亂制止騷亂”” ““停止恐嚇停止恐嚇””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據報道據報道，，白宮高級顧問白宮高級顧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大女兒伊萬卡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大女兒伊萬卡··特朗普特朗普
（（Ivanka TrumpIvanka Trump））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停下來單日為父親的總統連任籌集的競選資金超過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停下來單日為父親的總統連任籌集的競選資金超過450450萬美萬美
元元，，打破了前總統奧巴馬於打破了前總統奧巴馬於20142014年年99月在德克薩斯州停下來的單日籌款超過月在德克薩斯州停下來的單日籌款超過380380萬美元的紀錄萬美元的紀錄。。

據據《《國會山報國會山報》》報道報道，，上週即選舉前的最後一周上週即選舉前的最後一周，，3939歲的歲的
伊萬卡從加利福尼亞的叁名籌款人和底特律的另一名籌款人伊萬卡從加利福尼亞的叁名籌款人和底特律的另一名籌款人
中籌集了中籌集了13001300萬美元的競選資金萬美元的競選資金。。

據據《《華盛頓觀察家報華盛頓觀察家報》》報道報道，，自八月以來自八月以來，，總統的女兒已總統的女兒已
經舉辦了經舉辦了3030多次活動多次活動，，其中包括自上週日以來至少舉行的其中包括自上週日以來至少舉行的1111
次活動次活動，，總籌款金額超過了總籌款金額超過了35003500萬美元萬美元。。

另據另據《《國會山報國會山報》》說說，，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活動讓伊萬卡專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活動讓伊萬卡專
門與郊區婦女對話門與郊區婦女對話，，但據報道但據報道，，郊區有些婦女在她的活動中郊區有些婦女在她的活動中
對特朗普總統的支持度有所減弱對特朗普總統的支持度有所減弱。。

特朗普特朗普 20202020 年競選的高級顧問梅賽德斯年競選的高級顧問梅賽德斯··施拉普施拉普（（MerMer--
cedes Schlappcedes Schlapp））告訴美國政治新聞網告訴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Politico)：“：“作為一名作為一名
致力於改善婦女生活的叁個孩子的職業母親致力於改善婦女生活的叁個孩子的職業母親，，伊萬卡內在地伊萬卡內在地
理解了當今美國家庭面臨的問題理解了當今美國家庭面臨的問題。”。”

自特朗普競選活動持續落後於民主黨候選人喬自特朗普競選活動持續落後於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的團隊拜登的團隊
以來以來，，伊萬卡伊萬卡··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幫助父親籌款援助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幫助父親籌款援助。。

據美國國家公共電台據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NPR））報道報道，，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
的文件的文件，，拜登的競選經費遠超特朗普拜登的競選經費遠超特朗普，，在在99月結束時拜登的手頭現金為月結束時拜登的手頭現金為11..773773億美元億美元，，而特朗普總而特朗普總
統為統為63106310萬美元萬美元，，比拜登的手頭現金的叁分之一多一點比拜登的手頭現金的叁分之一多一點。。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今天上午截止今天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
字為字為 242242,,814814人人,, 34143414人死亡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904904,,850850人人，，1807718077 人死亡人死亡。。

德州德州1111//0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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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是標準普爾上周是標準普爾
500500指數今年以來的第指數今年以來的第1111次週跌幅次週跌幅22％以上％以上，，而自而自20102010年以來年以來，，
這種情況發生的平均次數僅為這種情況發生的平均次數僅為66次次。。上週波動的主要原因是上週波動的主要原因是COCO--
VIDVID新增案例創下了紀錄高點新增案例創下了紀錄高點，，而且第二輪財政刺激措施今年是而且第二輪財政刺激措施今年是
否能夠出台仍不確定否能夠出台仍不確定。。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上週科技板塊領跌上週科技板塊領跌（（66..55%%
跌幅跌幅），），而該板塊在之前市場漲勢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而該板塊在之前市場漲勢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一些好一些好
消息是第三季度消息是第三季度GDPGDP強勁增長強勁增長，，勞動力市場持續復甦勞動力市場持續復甦，，以及消以及消
費者支出繼續超出預期費者支出繼續超出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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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426504點點（（週跌幅週跌幅66..55%%，，年跌幅年跌幅77..11%%），），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2703270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55..66%%，，年漲幅年漲幅11..22%%），），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091210912點點（（週週
跌幅跌幅55..55%%，，年漲幅年漲幅2121..66%%）。）。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圍繞美國大選政治結果、病毒傳播、以及新一
輪財政救助計劃缺乏進展的三重擔憂給股市造成了壓力。
標普500指數下跌近6％，是自3月20日以來最嚴重的一
周跌幅，波動幅度比前幾週的水平上漲了40％。波動率
的飆升並不表示股票的長期前景發生了180度的變化，而
是反映了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擔憂。

選舉結果的不確定性是短期的。與其他市場動盪事件
不同，大選的不確定性具有可重複性。自1932年以來，

美國舉行了22次總統大選。在其中的14次（64％的情況），股票在
大選後的第二天下降了，這是因為無論哪個候選人獲勝，失敗方的
大批支持者會對該結果失望而對未來產生擔憂情緒。選舉次日的平
均收益率介於-1.5％至0％之間，但也有一些大幅下降。如，奧巴馬
在2008年獲勝後，股票最初下跌5.3％，在2012年獲勝後，股票下
跌2.4％。特朗普獲勝後的最初幾個小時，股票下跌了4％。從歷史
上看，這些大選後的下跌被證明具有誤導性和短暫性，隨著塵埃落
定，波動率恢復正常，股票也迅速逆轉。儘管每次選舉的經濟狀況
都存在很大差異，但普遍的模式是選舉前 30 天的波動率上升（以
CBOE波動率指數衡量），隨後又下降。選舉後30天，波動率趨於
逐漸平息，而60天后，波動率已完全恢復到正常/選舉前的狀況。
無論經濟強勁年份或是經濟衰退年份均可觀察到這種模式。一個例
外是2000年有爭議的選舉，當時波動率保持較高水平的時間更長，

這在2020年的選舉中是有此風險的。
經濟基本面為市場結果定下了基調。選舉後的一天市場反應對

長期投資者而言並不重要。最近22次總統選舉中，有16次股票在總
統大選一年後上漲（73％的情況）。對於投資市場來講，經濟增長
、企業利潤、利率狀況等經濟基本面因素是更強大和持久的決定因
素。自1980年以來，只有兩次在選舉後一個月、兩個月、和六個月
內股票產生負收益的情況。它們分別發生在2000年（共和黨總統）
和2008年（民主黨總統），兩者的下降主要歸因於資產價格泡沫而
非政治。另一方面，在受經濟數據改善和盈利增長推動下，2012年
（民主黨總統）和2016年（共和黨總統）選舉後，股票錄得強勁的
六個月和一年收益。

分析師認為，未來幾年政府支出將繼續增加，並與寬鬆的中央
銀行貨幣政策相配合，將為股市帶來積極的背景。建議不要讓短期
政治因素影響長期投資決策。投資時，有些情況下最好不要採取任
何行動，而選舉似乎就屬於這樣的情況。選舉不確定性確實將是市
場波動的催化劑，投資者可以利用任何潛在的市場跌幅帶來的價值
窪地機會，來填補其投資組合中代表性不足的領域的空白。此外，
考慮到政府債務規模的增大，一旦經濟增長恢復到危機前的趨勢，
未來增加稅收和減少社會福利的可能性會加大。建議投資者巧用一
些合理省稅工具，如盡量存滿 401k 和 IRA, 529 等賬戶，使用
ROTH conversion等。

據約翰斯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霍普金斯大學數據
，，美國美國1010月月3131日新增病例比前一日新增病例比前一
日增加了日增加了9932199321例例，，是美國疫情暴是美國疫情暴
發以來新增病例最高的一天發以來新增病例最高的一天。。有專有專
家警告家警告，，這種快速增長趨勢可能使這種快速增長趨勢可能使
醫院超過承載能力醫院超過承載能力。。

喬治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教授喬華盛頓大學醫學教授喬
納森納森··賴納賴納（（Jonathan ReinerJonathan Reiner））3131
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
表示表示，“，“接下來的兩週接下來的兩週，，昨天新增昨天新增
的近的近1010萬例病例將開始轉化為大萬例病例將開始轉化為大
量的死亡人數量的死亡人數。”。”他認為他認為，，在接下在接下
來兩三週內來兩三週內，，美國日新增死亡病例美國日新增死亡病例
可能會攀升到可能會攀升到20002000人人。。

新增病近十萬新增病近十萬 專家警告專家警告：：或將導致死亡病例快速上升或將導致死亡病例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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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新冠疫情導致大灣區的眾多港企深受衝擊，由於近年赴港企自動化和機器人的

應用十分普遍，甚至部分港企應用了工業4.0等技術，既減少人員的接觸，同時升級

帶來的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成為他們應對疫情的利器。有的港企在防疫物資獲得巨

額訂單，有的港企把握了疫情帶來的智能製造巨大需求，更有港企被深圳寶安區評

為堅守先進製造的標杆企業。這些港企不但成功應對疫情衝擊，而且獲得了市場發

展的先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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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勁與城大合力勁與城大合
作研發熔噴布機作研發熔噴布機
器器。。圖為力勁龍圖為力勁龍
華工廠華工廠。。

力嘉集團副總經理馬楚力近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根據以前的經驗，公
司對業務做了調整，發揮設計優勢，瞄準疫情
帶來的包裝產品新業態、新場景應用，從單一
的紙品到文化創意多元化，拓展了力嘉的業務
範圍。”為此，公司建造十萬級無菌潔淨車
間，引進了兩條口罩加工生產線。一方面自產
口罩滿足了公司員工使用需求，另一方面緩解
國家口罩緊缺問題。公司開發生產的“口罩收
納卡”，亦成為公司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防疫套裝收近400萬個訂單
馬楚力表示，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力

嘉自主設計了防疫套裝，包括經典款和輕巧
版口罩收納卡、一次性口罩和用餐防護罩。
這些套裝經紫外線殺菌，可根據不同的場景
使用，口罩收納卡可使用酒精消毒後重複使
用，收納口罩更加方便安全，防疫套裝上線
後得到了許多關注。他透露，“公司防疫套
裝上線後，市場反映良好，需求量也很大，
已經收到快400萬個訂單，給力嘉帶來了較
好的收益，同時也提高了公司文化創意產品
的知名度。”

日產15萬口罩解市場需求
同樣，港企金德精密五金也把握了疫情

機遇，其董事總經理孫暉銓告訴記者，公司
為此成立了平和醫療集團，投資千萬港元在
香港和深圳設立潔淨度達十萬級別的無塵車
間生產線，生產的口罩獲得了歐盟認證。該
兩家工廠均於5月投產，現已投入5條生產
線，每日口罩最大產能約為15萬片，較好地
緩解了香港和內地口罩的巨大需求。“未來
公司將根據市場需求，從生產、品檢、物流
等方面全域優化，逐步擴大生產規模，以大
幅提升產能，為國家面對重大疫情及其他突
發狀況時的應急處理能力貢獻自己的力
量。”

■■馬楚力表示馬楚力表示，，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
集團自主設計了防疫套裝集團自主設計了防疫套裝。。

■■力嘉不斷升級印刷包裝設備令效力嘉不斷升級印刷包裝設備令效
率大幅提升率大幅提升，，有利配合防疫物資生有利配合防疫物資生
產產。。圖為其東莞生產車間圖為其東莞生產車間。。

許多深圳港企近十年來投入巨資，推動轉型
升級和自動化，此舉幫助其提高效率減少

人與人接觸，從而較好地應對疫情的衝擊。

投資自動化 人均產值增
港企金德精密五金在龍華觀瀾和東莞設有

工廠，共計有員工2,000人。該公司董事總經理
孫暉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此次
疫情中，公司持續的技術升級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很好地提高了效率。“公司每年將利潤的四
成投入自動化和科技創新，其中僅工業自動化每
年就投入1,000萬港元。目前工廠有自動化設備
500台，自動化含量達到50%，並慢慢推動其餘
設備自動化，計劃明年達到80%。2012年工廠

開始投入機器人，
目前有幾十台

機器人代替人的傳送工作。”
此外，工廠近兩年來大力推進工業4.0，投

入約300萬港元，目前效果非常明顯，管理人
員減少20%，提高生產效率20%。孫暉銓告訴
記者，“深圳工廠2010年時人手有1,500人，
現在不到一半，只有650人，儘管面臨疫情影
響，但現在人均產值卻增加了三倍，總產值高
於2010年的產值。”

智能製造設備訂單大增
效率的大幅提升成為許多港企應對疫情的

法寶。香港電鍍業商會會長、創隆實業董事總
經理陳偉表示，多年來公司投入數千萬元人民
幣提升了生產效率及產品良率，工廠設計自動
生產電鍍線，可以實現自動化點油、自動排貨
及精準模板，工廠自動有給料帶式產品的連續
鍍生產線、高清晰度放大精密分析及檢查儀
器。

為此，其工廠生產效率較以往提高了30%

左右，較好地降低對人手的依賴和人與人之間
的接觸。

此次疫情也催生許多工廠對智能製造的需
求。從事壓鑄、注塑等業務的港企力勁集團
CEO劉卓銘告訴記者，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挑
戰，公司“主動防疫”、“復工復產”兩大措施
並舉，“在疫情的特殊時期，許多客戶積極大力
推動智能製造，因此力勁智能製造設備訂單猛
增，很多客戶都希望提前交付設備，為此，力勁
通過內部優化、精益生產管理，將設備交付周期
提前。”

他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力勁集團
高層重新審視業務，為未來發展訂立新方向。
在疫情期間，醫用口罩的核心原材料──熔噴
布需求大增，力勁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研發生
產熔噴布機器，以可分解之塑料物料製成的熔
噴布取代現有的熔噴不織布，減少口罩棄置對
環境造成的污染。這成為力勁面對國際疫情蔓
延的新戰略目標。

投資智能生產線 減人員接觸提升效率

九成險企
股票配置比例低於10%

“當前行業中九成公司配置股票比

例低於10%。”這是中國保險保障基金

最近發布的《2020中國保險業風險評估

報告》中提到的目前險資直接投資於股

票市場的數據。

實際上，除股票投資之外，險資還

通過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於股票市場。據

記者獲得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險資

股票投資余額17578.64億元，占比8.57%

，證券投資基金余額10047.52億元，占

比4.90%，兩項合計占比13.5%。根據7

月份銀保監會發布的《關於優化保險公

司權益類資產配置監管有關事項的通

知》，險企配置權益類資產最高可占到

上季末總資產的45%，這說明，險資流

入A股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即使險資

流入A股的比例不變，但是隨著險資體

量的逐年增長，仍有巨量資金可加倉A

股。從當前險資對股票配置的積極性來

看，近期已有不少險企看好A股投資價

值，並表示四季度將擇機加倉。

愛心人壽資產管理部相關負責人對

記者表示，今年下半年的權益市場仍然

具有較好投資價值。基於對市場估值的

客觀判斷，並結合下半年公司保費收入

情況，會在四季度擇機增加A股配置，

保持合理的權益資產配置水平。

險資股票投資的兩難抉擇
險資由於其獨特的負債屬性，對穩

定收益率的要求遠高於其他資產，這也

造成險資投資股票市場面臨兩難抉擇：

若股票市場配置比例較低，則無法有效

提升投資業績，進而拖累凈利增速；若

股票市場配置比例過高，則會面臨權益

價格大幅波動和減值壓力的風險。

正是基於這壹特征，險資股票與證

券投資基金兩項合計占比近年來很難超

過險資運用余額的15%。今年以來，A

股市場震蕩上行，險資進壹步加大股票

及證券投資基金的配置比例，截至8月

末，這兩項合計占比進壹步提升到

13.5%。

出於投資風險的考量，目前險資大

類資產配置仍以銀行存款和債券等固收

類資產為主，這兩大類資產合計占險資

規模的比重接近50%。截至今年8月末

，險資運用余額為205210.30億元，較年

初 增 長 10.76% 。 其 中 ， 銀 行 存 款

26819.47億元，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

為 13.07%；債券 73338.29 億元，占比

35.74%。兩項合計占比48.8%。

今年以來的險資舉牌標的也符合上

述險資風險偏好特征。今年以來險資密

集舉牌了A股及港股的金融地產股。金

融股中，險資更偏愛銀行股，銀行股普

遍具有估值低、股息率高的特點，不僅

經營穩健，且能帶來長期穩定的分紅收

益。尤其是，銀行H股比A股更有吸引

力，銀行H股壹般較A股有折價，但可

以實現與A股同等的分紅，即H股股息

率更高。

上述愛心人壽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

示：“在具體權益投資的配置策略上，

我們將防範風險放在首位，並壹貫遵循

精選優質資產、分散均衡配置的原則，

並且根據經濟復蘇後企業盈利的恢復情

況和最新的行業政策進行動態調倉，始

終保持權益資產組合估值水平、盈利增

速和預期回報率在合理水平範圍內。”

險資持續增配A股
根據銀保監會披露的數據顯示，截

至今年 8月末，險資股票投資余額為

17578.64 億元，證券投資基金余額為

10047.52億元，兩項合計為2.76萬億元

，資金量較年初的2.43萬億元出現超過

3000億元的凈流入。

實際上，今年行業保費增速受上半

年的疫情影響有所放緩，隨著保險行業

保費持續回暖，險資流入A股的絕對資

金體量有望進壹步放大。

此前，險資權益投資的上限是30%

，部分險企權益投資額度壹度出現不夠

用的現象，但隨著監管層將該比例最高

提升至45%，險資流入A股的通道更為

通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

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近期表示，在不

改變現有認定規則的條件下提高權益資

產配置的上限，可以賦予市場更大的資

產配置選擇空間。

愛心人壽投資管理部相關負責人也

對記者表示，銀保監會根據各公司償付

能力水平設置差異化的權益資產投資比

例上限，這是非常有利於各保險公司發

揮各自優勢進行資產配置的監管規定。

這項規定必將會對保險業的穩健經營和

資本市場的長期穩健發展產生積極的影

響。

不少險企看好A股
中國銀保監會保險資金運用監管部主

任袁序成近期撰文表示，截至2020年6月

末，保險資金投資A股股票總體規模約占

A股流通市值的4%，是股票市場大體量的

機構投資者之壹。隨著險資持續增配A股

，這壹比例有望進壹步增加。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

，權益市場呈現出比較顯著的結構性行

情特征。站在目前時點看，權益市場整

體估值處於歷史中位數偏高水平，部分

板塊仍處於低估或經業績調整後的合理

估值水平。因此我們認為，今年下半年

的權益市場仍然具有較好投資價值。根

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思路以及我國

目前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看好受

益於消費升級、人口老齡化的醫藥、消

費板塊；看好受益於經濟結構轉型、政

策扶植帶來的優秀科技企業的發展機遇

；看好有全球先發技術優勢，受益於制

造業升級的新能源板塊及其他高端制造

板塊。”愛心人壽資產管理部相關負責

人對記者表示。

聯合國報告：上半年全球FDI縮水近壹半 中國外資流入保持韌性
綜合報導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

議）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

資（FDI）同比下滑49%，流入中國的FDI規模則相

對保持了韌性。

貿發會議最新壹期投資監測報告顯示，今

年上半年全球FDI總規模為3990億美元，同比縮

水近壹半，其原因是疫情期間各國采取的“封

鎖”措施導致現有投資項目放緩，而對全球經

濟前景的擔憂也使得跨國企業重新評估是否投

資新項目。

相較而言，發達經濟體外資流入下滑幅度

更大。上半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 約為 980

億美元，同比縮水75%。其中，流入美國的FDI

為 510億美元，同比減少61%，歐洲發達經濟體

更是出現歷史罕見的外資負流入現象。同期，

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FDI為 2960億美元，同比減

少16%。

報告顯示，受信息產品和服務、電子商務等領

域跨境並購交易拉動，上半年流入中國的FDI為

760億美元，同比僅減少4%，規模相對保持了韌性

。貿發會議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補充說，事實

上，截至今年9月，中國吸引FDI規模相較去年同

期已呈增長趨勢，增幅達2.5%。

10月19日在上海市外高橋港區拍攝的準備出

口歐洲的特斯拉Model 3。當日，電動汽車企業特

斯拉宣布中國制造Model 3首次出口歐洲，銷往德

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等國家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10月啟動整車出口業務，

出口的車輛為Mod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與供應中

國市場的車型保持壹致。

詹曉寧分析認為，中國外資流入之所以能保持

較高水平，壹方面是因為中國成為最早控制住疫情

並恢復生產的少數國家之壹，另壹方面則是中國政

府采取了有效的投資便利化措施，幫助恢復和延續

此前跨國公司宣布的綠地投資項目。

詹曉寧強調，由於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部分

地區還存在疫情進壹步惡化風險，因此不僅跨國公

司在全球構建的生產體系加大了對中國的依賴度，

而且部分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再投資規模也有

所增加。

貿發會議表示，維持該機構此前對今年全球

FDI將下滑30%到40%的預測，但同時警告此預測

仍存不確定性，隨著部分發達經濟體暴發第二波疫

情，全球FDI縮水的趨勢可能持續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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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訊) 聯合健康保險介紹
其 2021 年聯邦醫療保險(俗稱 「紅藍卡
」)優惠和處方藥計劃，重點包括可負擔
的承保、專有福利、更廣的計劃使用範
圍、讓會員無論何時、何地都更容易聯
繫至優質護理。

* 幫助您無論是身在何處都能查詢
健康護理資訊的計劃

* 更多計劃(包括HMO)可適用聯合
的紅藍卡全國網絡

* 更多會員受惠於穩定、下調的紅
藍卡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月費

* 將近所有計劃都提供$0定額手續
費使用遠距問診、化驗、例行視力和聽
力檢查、大腸鏡檢查、乳房X光篩檢和
心血管疾病復康服務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提
供穩定和讓人安心的護理和承保。」聯
合健康保險聯邦醫療與退休保險行政總
裁Tim Noel表示： 「我們認真聽取了會
員的意見，致力提供會員所期望和應得

的穩定而全面的承保。」
聯合健康保險2021年度紅藍卡優惠

計劃重點福利包括：
無論在哪裡都有更多途徑獲得護理

，讓您倍感安心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深深地改變

了醫療護理體系。家居健康護理由過去
簡易護理的其中一個選擇，變成了現在
很多人的唯一選擇。」Noel表示： 「儘
管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們許多人來說是重
大的變化，但它並沒有改變聯合健康保
險一直堅守的承諾 — 幫助大眾獲得所
需護理，無論是在醫療護理處所還是在
家裡。」

遠距問診： 所有計劃均提供$0 定
額手續費使用遠距問診。
紅藍卡全國網絡： 全國最大的紅藍卡優

惠計劃網絡 將會適用於更多計劃，
包括許多HMO計劃。無論在家或是旅
遊，會員於任何全國網絡內85萬多名醫

療護理提供者處看診時，只需支付網絡
內費用。

量身訂造的支援：聯合健康保險亞
裔市場部團隊提供個人化及化繁為簡的
保險體驗，在休士頓方便華裔民眾的地
區開設服務中心，由瞭解該地區及會說
華語的客戶服務代表提供專業的紅藍卡
諮詢服務。

簡約、可負擔的產品
* 月費： 部份2021年紅藍卡優惠計

劃月費為$0。

* $0 定額手續費： 幾乎全部計劃
以$0定額手續費提供：遠距問診、化驗
、例行視力和聽力檢查、腸鏡檢查、乳
房X光篩檢和心血管疾病復康服務。

* 可負擔的處方藥： 大多數計劃包
括處方藥承保，以節省費用、可預算價
格和高透明度為目標。

獨特的額外福利
額外的福利和計劃特色不但有助改

善身體狀況，還改善財務狀況，包括：
* Renew ActiveTM 健身計劃：

提供健身中心會籍，可使用遍佈全國的
網絡健身中心。

* 牙科： 提供全國最大的紅藍卡優
惠計劃牙科網絡。

* 視力和聽力： 所有計劃承保年度
視力檢查，大多全數承保標準鏡片，並
可使用龐大眼鏡零售網絡。大部份計劃
提供折扣助聽器以供選擇。

* 非處方櫃台(OTC)產品： 大多紅

藍白卡(雙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季
度補助額供購買多種常用的非處方櫃台
產品。

* 食物補助額： 大多紅藍白卡(雙
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月補助額供
購買食物。

* Renew 獎勵計劃： 大部份會員
可能合資格透過完成某些健康護理項目
而獲取高達$120獎勵，例如：年度健康
檢查、預防篩檢、接種流感疫苗或透過
記錄步數以保持活動量等。

民眾可以在紅藍卡年度開放註冊期
(10月15日至12月7日)更換紅藍卡計劃
。若需要更多聯合健康保險紅藍卡計劃
資訊，請致電1-866-868-8988。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
址是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
於 二 樓 ，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專線：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
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聯合健康保險聯合健康保險20212021年紅藍卡計劃年紅藍卡計劃
在這個特殊時期帶給您的獨特方案在這個特殊時期帶給您的獨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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