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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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誓言特朗普總統誓言，，盡管盡管
選舉團將於週一投票選舉團將於週一投票，，但他和他的競選團隊但他和他的競選團隊““將繼續前將繼續前
進進”，”，以應對以應對1111月月33日選舉結果的法律挑戰日選舉結果的法律挑戰。。

特朗普在周日福克斯新聞特朗普在周日福克斯新聞（（Fox News)Fox News) 播出的播出的《《福福
克斯與朋友克斯與朋友》》採訪中說採訪中說，，盡管最高法院駁回了德克薩斯盡管最高法院駁回了德克薩斯
州針對幾個搖擺州在其選舉中提起的訴訟州針對幾個搖擺州在其選舉中提起的訴訟，，但他仍然在但他仍然在
實施其它法律挑戰實施其它法律挑戰。。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不不，，還沒有結束還沒有結束。。我們繼續前進我們繼續前進，，我我
們將繼續前進們將繼續前進，，我們有很多當地的案件我們有很多當地的案件。”。” 特朗普繼特朗普繼
續說續說，，他贏得了賓夕法尼亞州他贏得了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佐治亞州的密歇根州和佐治亞州的
勝利勝利，，同時指出威斯康星州的案件正在審理中同時指出威斯康星州的案件正在審理中。。

當被問及週一的選舉團選舉當被問及週一的選舉團選舉，，即該國正式選舉總統即該國正式選舉總統
時時，，特朗普承認他處於時間緊縮狀態特朗普承認他處於時間緊縮狀態。。

特朗普在周六的陸軍海軍橄欖球比賽中對基爾梅德特朗普在周六的陸軍海軍橄欖球比賽中對基爾梅德
(Kilmeade)(Kilmeade)說說：“：“我們將盡全力加快速度我們將盡全力加快速度，，但步伐卻只但步伐卻只
能如此之快能如此之快。”。” ““他們給我們的時間很少他們給我們的時間很少，，但是但是，，正正
如您所知如您所知，，他們以欺詐的方式讓我們丟票他們以欺詐的方式讓我們丟票，，我們以很多我們以很多
方式抓到了欺詐的證據方式抓到了欺詐的證據，，但法院不予立案但法院不予立案，，我們沒辦法我們沒辦法
展示證據展示證據，，所以沒人能相信所以沒人能相信。”。”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以死者的以死者的
名義投票名義投票，，並且說並且說““數百萬選票數百萬選票”” 是非法提交的是非法提交的。。

總統說當地的民主黨人總統說當地的民主黨人““操縱選舉操縱選舉”，”，他們他們““超越超越
””了共和黨同僚了共和黨同僚。。

特朗普堅持認為特朗普堅持認為：“：“這不像是一次大選這不像是一次大選。”。” ““你看佐治亞州你看佐治亞州，，我們贏得了佐我們贏得了佐
治亞州的勝利治亞州的勝利，，我們贏得了賓夕法尼亞的勝利我們贏得了賓夕法尼亞的勝利，，我們贏得了威斯康星州的勝利我們贏得了威斯康星州的勝利，，
我們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我們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

特朗普表示特朗普表示，，由於涉嫌欺詐由於涉嫌欺詐，，他擔心美國他擔心美國““將擁有一名非法總統將擁有一名非法總統”。”。
他後來說他後來說：“：“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就像一個第叁世界國家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就像一個第叁世界國家。”。”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參加拜登的就職典禮時當被問及他是否會參加拜登的就職典禮時，，特朗普沒有表態特朗普沒有表態。。他說他說：“：“我不我不

想談論這個想談論這個。”。”
特朗普還批評最高法院拒絕聽取德克薩斯州訴訟佐治亞州特朗普還批評最高法院拒絕聽取德克薩斯州訴訟佐治亞州、、密歇根州密歇根州、、賓夕賓夕

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通過行政命令而非立法機構非法修改其選舉法規的案件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通過行政命令而非立法機構非法修改其選舉法規的案件。。
最高法院說最高法院說，，該州沒有資格對這些州進行起訴該州沒有資格對這些州進行起訴。。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他們所做的只是說我們沒有立案他們所做的只是說我們沒有立案。”。” ““因此因此，，他們他們
實際上是在說沒有對美國總統和德克薩斯州以及其他州實際上是在說沒有對美國總統和德克薩斯州以及其他州，，這些偉大的州的訴訟進這些偉大的州的訴訟進
行立案審理行立案審理。”。”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當被問及只否參加拜登就職典禮時當被問及只否參加拜登就職典禮時，，
特朗普說特朗普說：：我不想談論這個我不想談論這個，，

選舉挑戰尚未結束選舉挑戰尚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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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由於就業增長的複蘇由於就業增長的複蘇
似乎停滯不前似乎停滯不前，，以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就另以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就另
一輪財政刺激方案進行的談判繼續拖累一輪財政刺激方案進行的談判繼續拖累，，股市股市
上週下跌上週下跌。。不斷推遲的經濟救助計劃給股市構不斷推遲的經濟救助計劃給股市構
成了阻力成了阻力，，病毒案例增加帶來的進一步經濟限病毒案例增加帶來的進一步經濟限

制制約了經濟增長制制約了經濟增長。。美國工人首次申請失業救美國工人首次申請失業救
濟的數目超出預期濟的數目超出預期。。積極的是積極的是，，在在1212月推出疫月推出疫
苗的前景中苗的前景中，，消費者信心指數出人意料地增加消費者信心指數出人意料地增加
。。同時同時，，在家工作和創紀錄的低貸款利率推動在家工作和創紀錄的低貸款利率推動
了住房需求了住房需求，，並為房主創造了額外的並為房主創造了額外的11萬億美萬億美
元財富元財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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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630046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66%%，，年漲幅年漲幅55..33%%），），標普標普

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6633663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
年漲幅年漲幅 1313..44%%），），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237812378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00..77%%，，年漲幅年漲幅
383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主要股指創下新高，隨後回落
至適度低位，原因是第二輪經濟救助計
劃談判陷入僵局，英國無協議退歐的可
能性惡化了情緒。儘管最近的病毒趨勢
繼續惡化，並且經濟活動受到限制，但
市場似乎主要關注疫苗推出帶來的更加
光明的前景。至此，標普500指數在
2020年創下30項歷史新高，其中17項
是在2月下旬疫情引發的熊市之後記錄
的，其中有4項是在過去兩週內記錄的
。投資者情緒顯然已經從年初對市場大
跌的恐懼轉變為對未能參與市場投資的
不安。對於長期投資者而言，更重要的
是經濟進入新的多年擴張周期的前景，
這種新的擴張周期將牛市延伸至未來。

支持明年投資前景樂觀的原因有多
個。首先，疫苗的推出可能會為經濟活

動的持久反彈掃清道路。從現在起的一年內，經
濟應接近正常狀態，因為放鬆限制和經濟重新開
放將釋放被壓抑的消費者需求。恢復正常的消費
習慣將使諸如餐飲和休閒等受重創的行業受益，
並將成為進一步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催化劑。第二
，公司利潤是決定股市投資長期回報的關鍵因素
，而這一指標預計到2021年將增長20％以上。到

目前為止，在積極的成本控制措施的支持下，標
普500指數的收益已證明比最初的預期更具彈性。
精簡的公司結構加上收入的增長將導致明年的公
司利潤率大幅反彈。股票回購可能會恢復，這會
增加每股收益的增長。第三，即使經濟改善，美
聯儲至少會在未來兩年保持穩定低利率。從歷史
上看，牛市以美聯儲加息來結束經濟降溫而告終
。第四，政府提供的財政援助談判在上週帶來了
一些初步的進展跡象，但談判並未取得突破。分
析師認為到年底之前，作為即將到來的預算交易
的一部分，可以達成一些漸進的妥協，但是更全
面的協議可能會推遲到2021年。

近期股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蓬勃發展的IPO。
在創紀錄的低利率和現金水平上升的情況下，投
資者正在將自己進一步推向風險領域。儘管今年
的經濟不確定性很高，但2020年是有史以來IPO
最繁忙的一年，首次公開募股籌集了超過10億美
元， 今年有高達 30 家 IPO 公司（包括最近的
Airbnb和DoorDash），幾乎是2014年創下的18
家的兩倍。不過由於IPO公司缺少過往歷史業績
數據的支撐，盈利性更難預測，個人投資者需要
做好這方面投資風險性管理。歷史數據表明，IPO
初期股價波動劇烈，有些新上市股票由於投資者
熱烈的情緒因素會迅速上漲，但1年後或更長以後
的表現並不如意。對於高風險的IPO投資，建議
投資者設置好投資本金的上限，並願意接受高風
險的期望值。

未來未來44到到66個月個月 美疫情最嚴重美疫情最嚴重
(本報訊)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

究所所長 Anthony Fauci 預期，美國的
疫情可能要到2021年下半年才能獲得控
制，到時候將大約有 75% 的人口都進行
了疫苗接種，因而形成羣體免疫的保護
傘。

對此，比爾蓋茨表示，目前美國疫
情依然嚴峻，在短期內仍將是個壞消息
。他引用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 「健康
計量評估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的研究模型表示
，到2021年4月，美國可能再新增死亡
病例數多達20萬人。

FDA前專員Scott Gottlieb博士上週
也表示，目前可能將持續看到每日約
2000人死亡，不幸的是，在進入高峯期
的一月前，恐怕將會提高至每日有3000
多人死亡，並且數字很可能接近4000人
。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
Robert Redfield 也曾表示，美國約有
90%的醫院位於 「熱區和紅色區」 ，並
且90%的長期照護機構都位於傳染程度
高的地區。他預期未來幾個月將是美國
公共衛生史上最困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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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受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影響，2020

年新盤推盤量及成交量明顯下降逾

20%。然而，隨着2021年初開始有疫

苗到香港，內地與香港有望恢復通

關，香港經濟有望復甦，業界估計，

2021 年將有逾 3.3 萬個新盤單位部署

出擊，當中更有12個逾千伙大型新盤

候命，而新界西北區包括元朗、天水

圍 及 屯 門 供 應 量 佔 最 多 ， 至 少 達

12,404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3.3萬伙新盤明年出擊
疫情持續嚴峻 今年一手推盤量縮22%

Q房網香港數據研究中心顯示，因應2020年上
半年疫情持續嚴峻，加上政府發出限聚令

下，發展商推盤自然轉為審慎，令2020年上半年
推盤量顯著減慢，即使近月推盤量回升，綜合今
年首11個月累計推盤量只有13,106伙，共涉及38
個新盤項目，雖然推出新盤項目數量剛好與2019
年同期持平，但由於2020年新盤不乏單幢樓項
目，整體推盤量較2019年顯著回落22%，預計
2020年全年推盤量料不足1.5萬伙，較2019年全
年18,319伙顯著回落近兩成。

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認為，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推盤量明顯減慢，但整體
而言市場對新盤需求仍然殷切，個別新盤銷售亦
成功賣個“滿堂紅”，若果本地疫情能盡早“清
零”，加上疫苗於2021年到港，疫後經濟復甦，
相信2021年推盤量可大幅回升至2萬伙水平。

逾千伙新盤達12個 集中新界西北
據各大發展商公布的2021年推盤大計及綜合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資料，2021年可供推售新盤單
位達33,177伙，當中不乏大型新盤。逾千伙的大
型新盤多達12個，包括屯門兆康第54區（4,639
伙）、元朗錦上路站第1期（ 2,200伙）、天水圍
天榮站項目（約2,000伙）、大埔優景里項目
（1,910伙）、日出康城第11期（1,880伙）、將
軍澳石角路項目（1,518伙）、長沙灣Grand Vic-

toria項目（1至3期共1,437伙）、沙田坳背灣街1
號（1,335伙）、天水圍濕地公園路1 號（1,224
伙）、元朗站第B期（1,030伙）。

內地經濟復甦 帶動港樓價量齊升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指出，2020年一手市

場受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成交回落，隨
着情況已經緩和，且近期新盤銷情理想，反映剛
性需求仍然強勁，預期2021年樓價及成交量齊
升。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
集團計劃2021年推售將軍澳石角路項目，並指如
果新冠肺炎疫情獲得解決，估計2021年樓價升幅
約10%，如疫情跟現狀差不多，樓價則會持平。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表示，特區政府成功購入疫苗，有助2021年疫情
受控，2021年首季相信是新盤開售高峰期，樓市
將反彈，在低息環境下，物業將繼續受追捧，樓
價再展升浪，2021年第二及第三季樓價升幅較
大，全年升幅有望達6%至8%。

高力國際香港及南中國研究部主管鄧淑賢表
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表現越見緊密相連。
中國的 2020 年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加
4.9%，比2020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3.2%為高。
增幅主要源於疫情受控，但與此同時，香港的經
濟亦錄得增長，本地生產總值於2020年第三季按
季反彈2.8%，扭轉自2019年第二季起連續五個季
度收縮的情況。有見中國經濟出現復甦的跡象，
對香港整體發展有積極作用，特別是房地產市
場，影響力遍及不同的行業及資產類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2021年新盤預料魚貫登場，
元朗及天水圍區是供應最多的區
域，區內至少有5個新盤，合共
提供6,794伙新盤單位。當中包括
新地於屯門兆康第54區，共有
4,639伙；信置等於元朗錦上路站
項目，共有約 2,200伙；新地於
天水圍天榮站項目，共有約2,000
伙；新地於天水圍濕地公園路1
號項目，共有1,224伙；及新地於
元朗站第B期，共有1,030伙。

屯門區供應第二多
其次是屯門區的供應亦多達

5,610伙，至少有4個新盤，包括
新地於屯門兆康第54區 ，共有
4,639伙；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於
屯門青山灣帝御．嵐天 ，提供
557伙；新地於屯門海榮路御海灣
II提供 406伙，以及英皇於屯門
大欖洋房項目畔海。

將軍澳區是新盤供應第三多
的區域，區內合共有3個新盤，
涉及約4,291伙新盤單位。當中包
括九龍建業於將軍澳石角路1至3
號的項目，提供約 1,518伙。日
出康城區亦有2個新盤登場，包
括南豐的日出康城LP 10，提供
893伙，以及信置等合作日出康城
第11期，提供1,880伙。

啟德區來年亦將有多達3,235
個單位可供推售，涉及 4個樓
盤。當中包括中國海外的維港1
號，提供1,059伙；恒地旗下的啟
德沐泰街7號，共有 479伙；會
德豐地產旗下MONACO項目 ，
兩期合共提供646伙；以及會德
豐地產旗下啟德沐泰街10 號1及
2期，合共提供1,051伙。

港島供應集中黃竹坑
港島黃竹坑區是另一個供應

重點區域，主要集中於黃竹坑站
上蓋項目第一、二、三期，合共
提供約2,600伙。其中路勁基建夥
拍平安不動產合作的黃竹坑站上
蓋項目第一期，提供約800伙；
信置夥嘉里合作黃竹坑站第二
期，提供約 600伙；長實發展的
黃竹坑站第三期，提供約1,200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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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石頭”：
鐵礦石期價年內最大漲幅近壹倍

鐵礦石最近被稱為瘋狂的“石頭”！現貨價格

大漲，期貨價格不斷刷新歷史新高，下遊鋼鐵行業

壓力重重。中鋼協昨日表示，近期鐵礦石價格大漲

偏離供需基本面，存在貿易商招標異常助推指數上

漲、期貨市場臨近交割月多頭逼倉等人為制造市場

緊張行為，呼籲相關監管部門盡快介入。隨著大商

所啟動“五位壹體”監管協作機制，以及中鋼協表

態，鐵礦石價格接下來可能會迎來大幅波動。

鐵礦石期貨
價格瘋狂上漲
12月4日，鐵礦石期貨主力合約I2101最高已

觸及 993 元/噸，創出歷史新高。從 11 月初最低

772.5元/噸計算，該主力合約壹個月來最大漲幅近

29%，而對比今年4月初最低511元/噸的價格，年

內最大漲幅已超過94%。

除期貨價格外，根據Fastmarkets MB的數據，

上周五進口到中國北方含鐵量62%的鐵礦石以每噸

145.01美元的價格成交，較上周四上漲5.8%。這是

自2013年3月以來鐵礦石價格的最高水平，同時使

今年的鐵礦石價格漲幅擴大到57%。從巴西進口的

含鐵量65%的鐵礦石上周五的價格躍升至每噸157

美元。而上個月，這兩種鐵礦石的價格都上漲了

20%以上。

金聯創數據也顯示，12月 2日，進口礦指數

再創新高，報136.76美元/噸，較上月初的117.96

美元/噸上漲18.8美元，漲幅達15.94%，創近7年

以來新高。

驟然變“金礦”的鐵礦石，無疑吸引了各方關

註。

12月4日，大商所針對鐵礦石期貨發布《市場

風險提示函》，提醒各會員單位切實加強投資者教

育和風險防範工作，客戶理性合規參與期貨交易。

並宣布對鐵礦石期貨I2105合約實施交易限額，自

2020年12月7日交易時起，非期貨公司會員或者客

戶在鐵礦石期貨I2105合約上單日開倉量不得超過

10000手。此外，大商所還對鐵礦石交割倉庫出庫

費用的最高限價進行了下調。大商所還表示，按照

落實“零容忍”要求，已針對鐵礦石等品種啟動

“五位壹體”監管協作機制，以發揮監管合力，嚴

格排查市場交易行為，嚴厲打擊違法違規交易行為。

鐵礦石價格的大幅上漲，也引發下遊鋼鐵企業

強烈關註。

12月 6日，中鋼協副會長駱鐵軍更是直言，

近期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超出了行業預期，使

得行業運行風險進壹步加大，不利於產業鏈供

應鏈穩定。從中鋼協掌握的情況來看，近期鐵

礦石價格大幅上漲偏離供需基本面，存在貿

易商招標異常助推指數上漲、期貨市場臨近交

割月多頭逼倉等人為制造市場緊張行為，呼籲

相關監管部門盡快介入。

鐵礦石高價脫離基本面
供應存寬松預期
綜合來看，助推鐵礦石價格飛漲的因素，

除近期我國經濟向好，也疊加了市場對於供

應端縮減的擔憂情緒。

壹方面市場有消息稱，淡水河谷宣布預計將無

法實現今年和2021年的產量目標；另壹方面市場對

澳礦供應也有擔憂；此外，印度鋼鐵制造商呼籲印

度政府停止出口鐵礦石，也進壹步增加鐵礦石價格

壓力。

“截至12月3日，天津港PB粉價格報908元/

噸，這個價格距離今年9月初的高點950元還有不

到50元的距離。”金聯創分析師徐翠雲認為，近

期推動鐵礦石價格走強主要是因為市場對於全球經

濟復蘇的預期樂觀。

徐翠雲表示，進入四季度後，全球生產端復產

情況良好，原料補庫需求不斷增強。今年1~10月

，我國進口鐵礦石9.75億噸，同比增加11.2%，進

口均價為683.3元/噸，同比上漲3.8%；其中6~10

月連續5個月鐵礦石進口量均突破1億噸。最近

3周港口現貨礦庫存出現小幅下降也提振了市場

信心，很多人認為降庫趨勢再次出現，鐵礦石

供應會再度緊張，依舊樂觀看漲礦價。不過徐

翠雲指出，從供應端來看，總體趨向寬松的趨

勢不變。

生意社鋼鐵分析師何杭生也認為，從鐵礦

石的供需面來看，11月份以來，港口庫存結束

11 連升出現 3連降，但依舊處於年內高位水平

；而鋼廠高爐開工率在降至 86%的水平後，壹

直處於穩定水平。鋼廠在年底有補庫需求，但

鑒於目前的高礦價，整體采購意向偏弱；另外

，庫存還在下降主要緣於在港船舶大幅減少，

在途貨物增多，日均輸港總量依舊較高，預計

未來還會繼續回升。因此整體來看鐵礦石供需

寬松格局不變，對礦價繼續上漲形成拖累。

鐵礦石價格
存高位回落風險
作為下遊，鋼鐵企業受鐵礦石價格瘋漲影響明

顯。

我的鋼鐵網分析師認為，本周鋼材市場表現

分化，建材價格下跌，板材價格上漲。受季節性

因素影響，下遊工地施工進度放緩，建材需求萎

縮，加上北材南下，庫存逐步累積，建材價格承

壓下跌。考慮到季節性因素影響建築鋼材供需基

本面逐步轉弱，預計短期國內建築鋼材價格或震

蕩趨弱運行。

“最新數據顯示，高爐開工率86.33%，環比降

0.13%，同比增1.56%；高爐煉鐵產能利用率92.47%

，環比增0.83%，同比增6.39%；目前高爐開工率較

前期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從10月份以來，線

螺庫存量開始加速下降，對鋼材價格形成壹定支撐

。目前從下遊情況來看，北方因天氣影響，多數工

地趕工期已臨近尾聲，需求持續性有待觀察。”

徐翠雲也認為，雖然目前市場對於明年壹季度的鐵

礦石和鋼材市場都持看漲心態，但在每壹次行情趨

勢轉換之前都是壹片狂歡，所以風險防控意識不可

松懈。只漲不跌的行情不會壹直延續，接下來鋼材

價格的走勢對鐵礦石價格也有很大影響。

生意社數據顯示，相比於9月的弱勢下跌行情

以及10月的波動收縮行情，11月國內鋼鐵行業市

場整體呈現出單邊上漲走勢。但從目前下遊需求來

看，成交明顯萎縮。

何杭生認為，11月鋼價上漲，基本符合市場預

期，但是漲幅卻大超市場預期。雖然原料價格的堅

挺對鋼價有強力支撐，但其本身的利空因素已經在

逐步堆積。鋼市在未來淡季需求萎縮行情下，價格

也會下降。加之目前已至12月，北方下雪，南方

轉冷，北材南下行情亦會形成價格沖擊。即使因環

保限產形成供應趨緊，也會因需求的萎縮，對鋼價

漲勢的支撐十分有限，預計12月上旬鋼價或繼續

弱勢震蕩，中下旬出現下跌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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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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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年底返鄉過年的人潮開始，
為了減少疫情跨境的傳播，從11月6日起，赴大
陸的中、外籍乘客要注意了，須憑登機前2天內在
美採樣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血清特
異性 IgM 抗體（簡稱 「血清抗體」）檢測陰性證
明登機，兩者缺一不可，否則上不了飛機。

提供48小時內的雙陰證明，才可登機
隨著新冠毅情的發展，原本中國相關部門在

今年七月下旬發布公告，要求所有搭乘民航班機
前往中國大陸的旅客，必須要有5天內完成新冠病
毒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才能夠登機。在九月初
，中國大使館又更新公布，必須提供3日內、也就
是72小時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可
以上飛機。現在最新的規定，從11月6日起，赴
大陸旅客需要提供48小時雙陰檢測證明，才可以
上飛機，規定是一次比一次嚴格。

全球疫情不斷擴張，加上面臨冬天即將來臨
的這波新冠疫情，中國要求旅客提供雙陰檢測，
希望能有效控制，減少感染的情況發生。

休斯頓的臨床實驗室可幫助完成雙陰檢測
就位在大休斯頓地區，一家美國 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可以幫助您完成新冠病毒雙
陰檢測報告，包括 FDA 審核授權的檢測包，1-2

天內提供電子版或者打印的檢測報告，可協助生
成健康碼，並且接收醫療保險，可以上門採樣，
價格非常有競爭力，還有團體優惠！

據了解，這家臨床實驗室在休斯頓的德州醫
療中心附近成立，其使命是使用所開發的專業知
識和專有工具，提供快速準確的解釋服務、以及
NGS數據的挖掘，團隊陣容堅強，包括科學和技
術團隊、由ABMGG認證的遺傳學家、臨床醫生、
博士基因組科學家、生物信息學家、和IT專家組
成。

核酸檢測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科學家們日以繼夜的

工作，完成對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的解析，並
且通過與其它物種的基因組序列的對比，發現新
冠病毒中具有的特殊核酸序列。在臨床實驗室檢
測過程中，如果在受檢驗者樣本中檢測到新冠病
毒的特殊核酸序列，就表示這位受檢者可能被新

冠病毒所感染。
每個生物的核酸都是不同的，經由核酸檢測

就是要確定人身上是否已經染有病毒，目的就是
找出病毒的攜帶者。病毒攜帶者若有症狀就是病
人，若是沒有症狀，稱為無症狀感染者。
近期要赴大陸，需要雙陰檢測的民眾可網上預約:
http://ailifeus.com/#/covid19； 詢 問 電 話: (832)
438-4455（中文）; (346) 342-1802 (English)；郵箱
:covid19@ailifeus.com。

(本報休斯頓訊) H Mart超市即日起開
始一年一度的 「會員桌曆兌換活動」，我
們將向德州忠實的顧客們免費提供2021精
美桌曆，以此迎接新年。H Mart超市表示
，新的一年即將到來，很多市民都很期待
H Mart印製的精美桌曆，請會員朋友把握
時間，帶著會員卡到 H Mart 超市德州各
分店兌換桌曆。

H Mart 2021 桌曆今年以嶄新設計，
充滿新意的“大廚菜譜”桌曆，每個月份
羅列了來自各地喜愛做飯的顧客菜譜分享
，以及熱門餐廳大廚手藝 ；正如 H Mart
專注於高品質生活，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帶到美國與顧客分享幸福家庭生活。
H Mart超市會員凴會員卡至任意一家德州
店鋪，即可兌換精美桌曆一本，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

H Mart每年都會與智慧卡會員共享日
曆，以共同迎接新年的到來。H Mart智慧
卡是真心實意地為會員著想的省錢計劃，
1,000點（$ 1 = 1點）即可兌換$ 10超市禮
券。此外，還將為智慧卡會員提供參與各
種會員活動和特價的機會。還不是H Mart
智慧卡會員嗎？ 智慧卡可在所有 H Mart

分店的客服部“免費”註冊申請。
H Mart 感謝您這一年對我們的支持

與厚愛。我們非常榮幸能得到您的信任，
並期待來年為您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我們
將繼續為每一位顧客提供最優質的食品和
雜貨。

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請聯係H Mart
分店客服中心: Katy (Tel. 832-234-0340)
、 Houston (Tel.713-468-0606)、 Houston
– Bellaire (Tel. 713-270-1110)、 Plano
(Tel. 972-881-0300)、 Austin (Tel.
737-717-6900)、 Carrollton (Tel.
972-323-9700)。

迎新年迎新年，，H MartH Mart超市一年一度桌曆贈送活動開始超市一年一度桌曆贈送活動開始!!
即日起於德州各分店開放兌換即日起於德州各分店開放兌換，，限時限量限時限量！！

請注意請注意!! 往中國的旅客登機需提供往中國的旅客登機需提供4848小時雙陰證明小時雙陰證明
美國美國CAP/CLIA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雙陰檢測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雙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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