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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過去數周美國
房產租賃銷售網點「Roofstock」出現新現象，
外資紛紛涌入被現在被稱為「避險天堂」的美
國房產業，其中亞洲流入投資更暴增500％，
來自德國的投資也高達450％，澳洲250％，
英國也多了100％。

綜合外電報導，現在投資者們正急忙為
自己的財富找一個避風港以躲過「病毒風暴」
，而紛紛鎖定美國房地產，尤其是單戶出租住
宅做為目標，在沒有實際到現場「看貨」的情
况下，全球各地都有人透過網絡購屋。

「Roofstock」在網上列出待售的單戶出租

住宅，其中很多已經有租客等
著承租，而且公司提供管理服
務，讓投資者不須親力親為就
可以完成，吸引許多投資客在
該公司網站上交易。

數據顯示，近一個月以來
，來自亞洲的金流就直線上沖500％；CEO畢
斯力（Gary Beasley）認為，這
就是新冠肺炎造成的直接結果
。

「我認為人們正在尋找的
投資點要是較少受到疫情影響
的，或至少還沒有受到影響」，
畢斯力指出，投資者想要尋求
較穩當的資產，如房地產，「這
和股市比較不相關，而且特別
是美國房地產業，在相關的領
域裏面表現得很杰出。」

金流以亞洲暴增的500％為大宗，不過
同樣受到疫情中擊的德國，也有許多投資人
想要保住自己荷包，過去數周內以增加
450％。

英國疫情控制較歐陸如法、義、西、德等
國要好，涌入美國房產業的金流仍增加100％
，澳洲則是250％。(取材網路)

美國房地產居然暴增500％！
新冠肺炎疫情爆出逃潮新冠肺炎疫情爆出逃潮！！

亞洲資金涌入...

新冠肺炎疫世界分布新冠肺炎疫世界分布



AA22房地產現況2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20年3月23日       Monday, March 23, 2020

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I/房地產專日/200215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很多移民美國的盆友，都會很羡慕外國人的家居，簡
簡單單，卻能體現大氣和溫馨。于是就會想，如果我的家
也能裝的像他們一樣，該多好。

那麼，美國家庭裝修的要素是那些呢？今天我們就來
看一看~

1.簡單

美國的家庭裝修比中國的要簡單很多。牆壁基本是平
板的，加以線條的裝飾，基本就ok了。相比之下中國人的
牆就複雜的很多，牆上凹凹凸凸、各種材料羅列堆。

2.天花也很簡單
美國的天花幾乎沒有太多的造型，更少有在家庭做天

花燈帶營造效果的。一般裝一些筒燈、吊燈就好了。中國
的家庭的天花很多用了燈帶、多彩燈，造型也複雜，有些
像娛樂城。

3.掛畫
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掛畫的重要性，包括很多設計師

。這點我們中國應當向歐美人學習，掛畫對牆面的影響，
就如男士穿西裝一定要配領帶一樣重要。牆面只是畫的背
景，畫才是牆面的主角，牆面因為畫或掛件而頓時精彩，
掛畫或掛件也因為牆面的襯托而更顯完整和精美。

4、背景牆
用一幅大的畫掛上就好了，很多人家沒有特別造型的

背景牆，也有的做一些石頭或木材裝飾，但在背景牆上貼

反光的石材或瓷磚的做法幾乎沒有。

5.顏色

美國的家庭特別注重牆面的顏色，他們認為顏色會影
響心情和檔次，並且，似乎對顏色的搭配美國人都有與生
俱來的能力，對顏色的運用也非常大膽。一個家庭用3-4
個顏色是很正常的，當然，在美國用顏色是要比白色多付
錢的，所以，用色越複雜的，裝修費用當然也就越高。很
難想像家庭的牆壁的顏色都是白色的感覺。

而中國家庭普遍白色，前衛一些的也只用淡淡的顏色
，敢于用深色的家庭裝修在中國較少，可能也與國內塗料
的色彩質量不高有關，因為色彩質量不好會使房間顯得昏
暗、沉重、狹小。

6.牆壁的材料
美國人大部分用塗料，也有少部分使用牆紙的，但幾

乎沒有使用瓷磚或石材的，除了衛生間和廚房。但在上世
紀50年代前，美國人是更喜歡牆紙的。後來他們發現塗料
比牆紙更加能滿足他們對色彩的需要，並且非常方便更換
顏色。為牆面換顏色，他們認為就像為自己換衣服一樣必
要。

7.衛生間
地面以瓷磚或石材為主，也有用新型地板塗料的。牆

面除了濕區是瓷磚或整體定制，其他衛生間牆面、天花基
本使用塗料，當然必須使用防水、耐污的高光澤塗料，方
便清潔。美國人的衛生間沒有中國的花樣繁多，基本都很
簡單，但做工很好、防水效果很好。

8.廚房

基本是敞開式。地面以瓷磚或石材為主。通常都設有
導台，用于備餐。美國廚房的吸油煙機的吸煙效果很好，
所以即便是華人的廚房也很乾淨。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吸
油煙機老是跑煙，難道中國真的生產不出不跑煙的吸油煙
機嗎。

9.衣櫃
美國家庭主臥和客廳通常都有獨立的儲物間，衣服、

包包、鞋子基本都收納了。

10.地面
除衛生間、廚房，其他地面大都以木地板或地毯為主

，很多主婦會將原來用地毯的換為木地板，很少人在客廳
、臥室地面使用石材或瓷磚的，給人冷冰冰的感覺，並且
，美國人認為石材是有輻射的，對健康不好。

11.牆面陽角處理
陽角，就是牆面轉彎處的直角，通常都被處理為圓角

，可以防止小孩子碰傷，也可以防止陽角被碰壞。

12.供水系統
一般都有中水和直飲水。中水，就是把洗衣、洗手的

水集中處理、淨化、用于園林澆灌。直飲水，就是可以從
水龍頭直接飲用，每戶都有直飲水淨化系統，美國人沒有
燒開水的習慣。

13.庭院澆灌系統
庭院都預先鋪設了水管，安裝了智能控制設備，可以

定時澆灌，很方便家庭主婦種植園林植物，當然，中國移
民的主婦通常更喜歡種菜，這個習慣也在逐漸影響其他族
裔的鄰居。

怎麼樣，看完之後是不是很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
子了呢？(文章來源：美房吧)

房子都是怎麼裝修的房子都是怎麼裝修的？？值得借鑒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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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從導師身上受益，無論你是醫療服務
提供者、企業主、職業運動員還是房地產投資者，導師都可以
在很多方面幫助你。他們能幫助你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完成任
務，導師能幫你度過難關，他們可以幫助你潛藏得更深，獲得
比你想像中更多的回報。你可以想想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運動
員，那些總是被期望在他們的比賽中名列前茅的運動員，這
些人有一流的教練，很少有人在這個級別沒有教練。

那麼，你為什麼要與眾不同呢？如果你想要發揮你的最
高水平，真正發揮你的潛力，為什麼不雇一個導師呢？如果你
想在房地產行業做得好，你可以而且將會從中受益，但是，我
們要告訴你的是推遲聘請導師的三個理由。導師能幫助你找
到方向，包括發揮你的潛力，讓你專注，讓你負責等等優勢，
他們可以提供巨大的幫助，尤其是對于新的房地產投資者來
說，他們很容易被廣泛的教育、信息和資源所淹沒。

然而，雖然
每個人都能從導
師身上受益，但
我認為在你雇傭
導師之前，擁有
正確的態度和觀
點是至關重要的
，以下是新手投
資者不應聘請導
師的三個理由，
或者至少應該暫
時擱置這件事。

1. 你不願意
做出承諾

聘請導師需
要百分之百的投
入，這是一個完
全的時間承諾和精神承諾，最重要
的是百分之百的財務承諾。我說的

這個經濟部分，包括你付給你導師的錢，至少是一點點，這個
過程可能對于新手投資者來說是艱難的，需要一定的犧牲，
否則，你不會認真對待這件事。你需要願意投入所需的時間
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你需要聽從導師的建議，按照他或
她建議的去做，當你為這個建議付出代價時，你會更願意接
受它，並且能夠很快走出去，把它付諸實踐。

2. 你不認為自己是最有價值的資產
尤其是在房地產領域，“資產”這個詞被頻繁使用，人們

傾向于認為他們的房產和投資組合是他們最大的資產，我同
意這些是很重要，但它們不是你最重要的資產。你最重要的
資產就是你自己，你最重要的資產是你的大腦、你的職業道
德和你的遠見，你的目標和願望是讓你與眾不同的
地方。

一個好的導師可以幫助你確保你所做
的每件事都對你的目標有貢獻，你所做的每
件事都讓你更接近你的願景和你的最終狀
態，他們會教你如何讓自己在精神上、身體
上和情感上都步入正軌，他們會幫助你克服
困難和渡過困難時期。此外，導師將幫助你
成長為一個人，一個專業人士，他們將幫助
你分析你的弱點，以發展得更好，並能充分
利用你的優勢，這就引出了你現在不應該聘
請導師的最後一個理由。

3. 你不重視你的專業發展
只有當你願意為自己投資時，導師才值

得你投資，你必須有這樣的心態：發展自己

將有助于實現你的目標，如果你不重視你的職業發展，你就
不會從聘請導師中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雖然這篇文章關
注的是你不應該聘請導師的原因，但這裏有一些你應該聘請
導師的理由，即新手投資者應該聘請導師的3個理由。導師提
供的不僅僅是建議和指導，他們可以幫助你創造性地克服障
礙和過程障礙，導師可以是一種理性的聲音和另一種眼神，
它們可以幫助你設定目標和建立願景。

當你準備尋求導師時，找到合適的人是很重要的，你們
都需要良好的溝通，達成共識，你還需要確保你欣賞他們的
指導風格和方法，此外，重要的是你需要他們的時機和方式，
關于這方面的更多建議，請查看這篇博客文章。當你準備好
投入時，把自己視為最寶貴的資產，並準備好根據需要發展
自己，走出去，找到你的導師。
（取材美房吧，meifang8kefu）

作為新手投資者
你不應該聘請導師的你不應該聘請導師的33個理由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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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步：獲得預先批准
除非你打算付現金(這很好)，否則你需要銀行或其他貸

款方的預先批准信。我們會從這一步開始，因為我不希望
你在浪費時間，最後才發現你負擔不起，你的貸款人會幫
助你確切地知道你需要多少現金。

2、第二步：聯繫房地產經紀人
不要只是在你家附近的公園長椅上尋找小廣告，你需

要找一個願意花時間幫你達成完美交易的經紀人。你可以
從別人那裏獲得推薦，選擇一個能和你相處融洽的人，最
棒的是，房地產經紀人是由賣家付錢的，所以你可以免費
使用。

3、第三步：確定你要找的是
什麼房產

你需要讓你的代理人知道你對什麼樣
的房產感興趣，如果是複式公寓，你不會
想浪費時間去看獨棟住宅，那麼反之亦然
。

4、第四步：開始尋找交易
是的，你確實需要花一些下午的時間

和你的房地產經紀人一起看看潛在的房產
，就像約會一樣，你看得越多，你就越能
在合適的時候找到屬於你的交易。不要害
怕查看可能需要一些TLC的房產，但也不
要超出您的理想範圍，一旦你找到了合適
的房產，你就可以做第五步的工作了。

5、第五步：計算
租賃房產的堅固程度取決于它的費用計算，你需要算

一下費用，確保它是能盈利的，你可能會保守一些，一定
要做好物業管理、空置、維修等方面的計劃。我建議你通
過一個好的房產分析工具來計算這些數字，比如大口袋網
站的出租房產計算器，以確保你能看到所有的事實和數據
。

6、第六步：出價
好的，你要確保你不會多付錢，你可以與賣家協商，

堅持你的價格。你可能會協商多次，甚至可能會失去這筆

交易，不得不重新開始，但無論你做什麼，都不要多付錢
，相信很快你就會得到一個合適的房產，你也會準備好進
行交易。

7、第七步：做盡職調查
此時，您需要確保該房產中沒有隱藏的意外情況，你

可以聘請一位物業督察，巡視物業的每一寸土地，尋找潛
在的問題。如果你找到了問題，你可能會做出以下的反應
：

•如果還不算太糟，那就忍著吧
•如果有些設施是壞的，就讓賣家修理一下
•如果房子真的很糟糕，那就走開
在此期間，你的代理將幫助你在賣家、貸款人和你的

產權公司之間交換正確的文件。

8、第八步：進行交易
購房這是一段旅程，但最後你準備結束了，你會去產

權公司(或找律師)，他們會處理剩下的事情，一旦產權和契
約在縣裏被記錄下來，你就會得到房屋的鑰匙，成為你自
己出租房產的驕傲的主人。

現在，有趣的部分來了，你需要管理你的房產，至于
這方面的建議，你得等下一篇博文了。在上面的5.27.08
PMAs中，我創建了一個簡單的1頁PDF文件，你可以打印
出來挂在墻上或者保存在你的文件中。要得到它，只需在
大口袋檔案館免費下載即可。最後，還得請你能幫我兩個
小忙，在你的Facebook或Twitter賬戶上分享這個文章，
並在下方留言，我喜歡看評論，並願意談論更多關于房產
的問題。(文章來源：美房吧)

如何在未來如何在未來9090天內購買租賃房產天內購買租賃房產

在美國購房需要先交多少錢在美國購房需要先交多少錢
對于首購族來說，房屋頭期款壓力很大，但如今可低

至3%，某些情況下甚至全免。（TNS）
也許您有資格獲得房貸，也爭取到低額頭期款，但在

貸款期內的付款額相對高，原因之一是房貸餘額高，另一
原因是，通常需要支付私人房貸保險。

私人房貸保險(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PMI)會在
房貸違約時保護借貸機構，納入每月還款中，有些特殊房
貸的處理方式不同。

保險費用取決于信用評分和頭期款金額。房地美
(Freddie Mac)估計，每借入100萬元，每月保險費約30至
70元；在傳統房貸下，一旦估價確定您有20%資產淨值，
可要求免除PMI保險。

該不該為了避免PMI保費而支付更多頭期款？因人而
異，重點是，購屋時要留有足夠現金支付維修等相關費用
。

佛州金融教育專家雷恩斯(Sandee Rains)和非營利組
織Neighbor Works America總裁羅德裏格茲(Marietta Ro-
driguez)都建議善用社區輔助方案，有些提供的頭期款輔
助方案猶如第二房貸，直到房子出售或重新貸款才須繳款
，有些則是，一旦住在該屋內特定時間就可得到輔助金。

以下四種貸款的頭期款要求低，可參考：

傳統房貸
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擔保貸款的頭期款要求可低至3%，

但是需要好的信用分數，頭期款付得愈多，PMI就越少。

聯邦住房管理局貸款(FHA，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Loan)
所要求的頭期款可低至3.5%，並接受信用狀況不

那麼完美的借款人；購屋者必須一開始支付貸款額
1.75%的房貸保費，但可融資，此外，只要有貸款，還
要按月付房貸保險費，每借入10萬元，平均70元月保
費；FHA還提供203(k)貸款，可用來購屋和修繕。

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房貸
假如在軍隊服役，可獲這項貸款、無需頭期款。

但一開始要先付貸款額的2.15%作為籌資費，可融資；
您仍要一定的收入和信貸才符合貸款資格，利率可能
低于傳統或FHA貸款、免PMI保費。

美國農業部房貸
美國農業部保證在農村和郊區裏符合相關資格的

人免付頭期款，貸款利率往往低于傳統房貸；不過，收取
貸款金額2%的前期房貸保險費，可融資，之後則每10萬
元貸款每月收費約33元。(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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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在

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

，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

们苦，却无法回避。”——加夫列尔 · 加西

亚·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出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林伟农在那个物资

匮乏、动荡不安的岁月降临人世，本身就意

味着他的人生必须经过先苦后甜的历程。

“我的父亲出生于印尼，年轻时为祖国大地

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所鼓舞，回到了祖国

大陆，成为东江纵队梅江支队的一员。我的

母亲是庄世平的大女儿，出生在泰国，年幼

时一直帮助家里操持家务，一手带大了她的

弟弟妹妹……”

幼年时的林伟农在广州市总工会幼儿园

长大，在父母亲的呵护下幸福成长。但快乐

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父亲由于海外归侨的

背景，被打倒成为走资派，下放到蕉岭华侨

农场劳动改造。本来我们全家都要去的，但

我妈妈内心比较坚定，她说三个孩子太小，

不能去。”

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妈妈知道，如果这一

走，孩子们就要在偏僻的农村浑浑噩噩度过

他们的一生，作为一个母亲对这一切显然是

不能接受的。“因为妈妈的坚持，我们的命

运就改变了。”

“到了 1976 年，我突然感觉到风气要变

了，我要认真听课。”虽然他觉悟比较早，

但虚度了的光阴总会以另一种面目还给你颜

色。1978 年高考的名落孙山虽然意外却也在

情理之中。“当时，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现

在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恢复办学，主要为

了方便归侨子女回国学中文，同时也为归侨

子女提供高考补习班。当时我就想去读这个

班，就想读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上天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1980 年，林伟农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暨南大

学数学系。1984 年大学毕业后，林伟农分配

到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工作，从

普通业务员开始做到了总经理秘书。在别人

看来这个位高权重的职务，却让林伟农感觉

没意思，于是他改做业务并用三个月的时间

通过了外销员资格考试。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外贸行业，尚未完

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套路”走上自由市场的

海洋，体制内的那套外贸政策和流程大大限

制了业务的发展速度和范围，“我就喜欢不

走寻常路，不喜欢墨守成规。”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一位荷兰的客

户需要从广州出口花生，本来这是北方某个

单位负责的范围，而林伟农他们主要负责东

南亚市场，按照原来的套路，这样的事情一

句话可能就打发过去了。但林伟农敏锐的发

现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说服科长做成

了这单生意。

通过这次合作，林伟农了解了很多欧洲

外贸业务的具体情况，他广泛收集资料，深

入思考、认真分析，对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布

局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在荷兰鹿特丹建立

分公司，把油脂油料运到那里进行分销，因

为当时的鹿特丹是整个欧洲的农产品分销地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整体环境及

政策原因，林伟农提出的建议大部分都没有

得到实质性的推进。于是林伟农后来选择了

“平仓”——1996 年，停薪留职。1998 年办

理离职手续。

1996 年林伟农办理停薪留职后，跟着哥

哥去了非洲安哥拉。在非洲，中国工人能挣

到比国内多几倍的工资。依托中国商品优势

，在非洲进行中国商品批发成了华商的普遍

行业。林伟农和哥哥也不例外，他们在安哥

拉租了门店，把中国的产品运到那里销售，

“当时中国 17%的出口退税政策对我们的外

贸生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伟农和

哥哥一同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2004 年末，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开启

两国关系的新里程。林伟农敏锐的嗅到了其

中的商机，他果断出手前往古巴做贸易。

“当时我去香港和 90 多岁的外公谈起这个事

，外公说好啊，但要注意风险。我自己是小

公司，要避开竞争，只能另辟一条新的路，

才能找到利润点。”之后的几年，被誉为生

意风向标的江浙企业蜂拥进入古巴的时候，

林伟农已经在那里稳稳站住了脚跟。

2007 年，林伟农的外公庄世平先生去世

，华人首富李嘉诚亲自为他扶灵。这对林伟

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感觉很突然

，就好像……没了一个精神支柱”，林伟农

再次涕泪俱下。那种压抑着的哽咽让笔者也

跟着鼻酸。“我的外公一生为了侨胞，帮助

了许许多多的人，死后千万资产全部捐给国

家，一分钱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首先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走上了

一条正确的路，他的榜样和同事都是伟大的

人。他没想过要什么，他怎么可能把 ‘小

家’放到 ‘大家’前面呢？初心就是公心

，怎么可能把银行留给家人呢？他把所有的

资产交给国家，没有一点私念，我们很理解

他。”这样的精神一直感召和鼓舞着林伟农

，他将外公作为自己的榜样努力奋斗。

“侨联就是华侨的娘家，是有温度的，

要懂得侨的历史，知道侨的痛点，做侨的贴

心人。”林伟农认为，如何把侨的力量凝聚

到一起，是每一个华侨的责任。“不要人夸

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句话我外公做

到了，我以此为我人生的座右铭。”林伟农

觉得，干好自己的事，干好自己的企业就是

为国家做贡献。“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体会很深。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拥

护这个党。”

一个“富三代”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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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報告，維持十年的經濟榮景將繼續推進2020
年之際，對于一般國人而言，這並不會減輕買房負擔；在
486個郡中，一般收入者無法在344個郡(縣)買房，等于買
不起國內71%住房。

房地產數據公司Attom Data Solutions第四季分析指出
，當前買房負擔情況僅比第三季(73%)和去年同期(75%)稍
微進步一點；進步緩慢的其一原因是因為房地產市場雖熱
，但抵押貸款率卻下降。

Attom產品長泰塔(Todd Teta)在報告中表示，2019年
第四季年度房價增加9%，使得一般收入者要購買一般住房
更為捉襟見肘。

這份報告指出，買家必須有6萬7647美元的淨年收入
，才有能力負擔目前全國房價中位數25萬7000美元的房
子，不過美國平均年收入卻是5萬8214美元。泰塔表示，
雖然近幾個月房價稍微下降，但預計短期內仍會持續上漲
。

根據全國住宅營建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 NAHB)聲明，市場緊縮的其一原因在于
勞力與土地成本增加，使得新住房庫存 「建造不足」 。

NAHB首席經濟學者迪茨(Robert Dietz)在聲明中解
釋，全國房地產市場持續改善，而且美國多數市場信心
創下20年新高，但新住房不足卻與看漲的房地產市場相
互抵銷。

這30年的抵押貸款率穩定下滑，去年4.9%到今年11
月已跌至3.8%，加上聯准會砍低貸款利率避免經濟衰退
威脅，雙雙刺激房市需求，而且低利率也使買主更容易
接受較高的房價。

房地產網站Rent Cafe指出，普遍認為多數人無力
負擔買房，造成這十年來租屋者比例(9.1%)是買房者
(4.3%)的兩倍，但租金卻未因此降低，過去十年全國平
均租金從390美元成長36%至1473美元。 「美聯社」 最

近報導，全國 「無殼」 人口人數也持續增加。

2020年在美國買房，需記著幾個重點
問：我想在2020年買房，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答：2020年是買屋的絕佳時機，因利息仍接近創紀錄

低點，全美許多地區的房屋庫存充足，讓買家處于主導地
位。

不過，即使形勢有利于買家，如果沒有做好一些準備
工作，特別是確保獲得最好的房貸，就不太可能在來年進
入房地產市場。

2020年買屋要注意以下要點：
●覆查收入和開支
在買屋前，必須完全瞭解目前所有類別的收入、資產

和開支。全面檢查投資、銀行和信用卡帳單的準確性，開
始找出所有不必要的開支。在評估收入時，看看是否可以

在短期內增加收入。但要記住，從以薪水為本的職業，轉
到以高佣金的工作，可能會引起貸方疑慮。

●為首期存款
許多專家一致認為，買家在尋找新屋時，應準備支付

20%首期。雖然許多房貸都有降低首期付款的選項，但通
常需要有私人房貸保險或類似的定期付款。在借款人拖欠
付款時，采購管理指數(PMI)有助于保護貸方，以及降低借
款人的首期和信用評分。支付的PMI費用就越高，房屋的
月度預算就越低。

●調整信用評分
收入、首期和信用評分是房貸實際花費的三大驅動因

素，由于可能需要逐月提出報告來解決信用問題，因此絕
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提高得分。第一步是向三大報告機構索
取完整的信用報告副本。雖然像Credit Karma這樣的信用
評分網站易于追查評分，但也可以直接向Equifax、Experi-
an和TransUnion索取報告，以確保獲得準確訊息。

●預備好所有文件
購買房屋是預備所有文件的最佳時機，申請房貸一般

需要以下文件：
最近兩年的聯邦和州報稅表，以及相關的W-2或1099

表格。過去兩個月所有銀行帳戶的完整月結單。兩個月的
投資帳戶月結單，以及401(k)的季度報告。詳細的月度負債
表，包括所有貸款和信貸帳戶、股票和債券發行機構，到
期餘額和每月最低還款額。收入聲明或雇用信。

●選擇經紀人
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查看上市房屋目錄的介紹，或親

自到場參觀，但要節省時間、精神和金錢，就必須找一個
專門從事當地業務的房地產經紀人。

怎樣確保找到最適合的房地產經紀人？面對面交談應
是整個過程的關鍵部分。詢問對方在房市的經驗，觀察對
方的溝通方式和是否空閒。(文章來源：美房吧)

20202020年買房需記著幾個重點年買房需記著幾個重點！！

在美國買投資房產在美國買投資房產
到底什麼樣的房子才值得購買到底什麼樣的房子才值得購買？？

在美國買投資房，到底什麼樣的房子
值得買，什麼樣的房子不能買? 什麼時候
買，買的對不對？不少人在買房前都做過
相關的研究，但臨到出手時還是會有類似
的糾結，那麼到底是在糾結什麼呢？是價
錢嗎？是房子本身嗎？其實大家真正關心
的應該是未來的收益，說白了就是買了這
個投資房之後，未來它是否能幫你掙錢？
幫你掙多少錢？

靠升值還是靠現金流賺錢？
(1) 靠升值賺錢：
過去10年在中國一線城市買過房的人

都知道買房要趁早，否則，一眨眼的功夫
，“車票”賣完了，房價就會翻好幾倍。

在這種市場中，房產投資回報的主要考量
是房產的升值空間。兩三年內就可以翻倍
的房產，根本不用在乎是否空置。

可惜這種壯觀的景觀已一去不復返，
在美國就更不多見了，當然除了部分被炒
（玩）熱（壞）了的地區以外。總體而言
，美國房價的爬坡是個緩慢平穩的過程。
期望五年內能倒手大幅盈利的，基本上只
有舊房翻新之類的工程活；而期望房產自
然增值的，一般需要5-10年。

(2) 靠現金流賺錢：
既然不指望在美房產能短期迅速增值

，那麼長期持有及招租就是第二條路。租
金就成為了主要的投資回報。

劃重點：投資回報有一個1%的說法：

投資一個房每個月
大概要有1%的回報
，舉個例子，投資
十萬的房子，每月
收入如果在 1000 左
右就算是比較好的
投資哦！

俗話說，現金
為王！試想一下，
每套房子每年給你
帶來1萬多的收入，
如果這樣的房子來
個10套，1年就是10
萬多的毛利，這樣
的“錢生錢“是不是非常爽呢！

(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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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一位知情人士說，
伊万卡·重組（Ivanka Trump）週五收到檢測的冠狀
病毒結果呈陰性並獲得“明確結果”後，週五回到
白宮工作。

伊万卡，唐納德·任命總統的高級顧問和女兒自
從與至少與一個Covid-19呈正測試的人（澳大利亞
內政部長彼得·達頓）密切接觸以來一直在家隔離工
作。

檢察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凱利安·康
威（Kellyanne Conway）和另一位高級助手在檢驗
冠狀病毒呈遞之前再與伊万卡·嵌套會面。上週未，
伊万卡和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也與巴
西黑人在海湖莊園會面，該至少的一名成員該病毒

也呈陽性反應。
“在過去一周中，伊万卡一直從事社交疏散要

求在家隔離。由於缺乏症狀且醫生檢查一直健康，
在她的醫生的建議下，進行新冠狀病毒檢測，結果
呈陰性，今天將在白宮工作。”與白宮的每位員工
一樣，她將接受同樣的健康/體溫檢查，以維護自己
，孩子和白宮人員的安全。”

這位官員說，伊万卡·曾經在家隔離期間一直在
與總統，國會議員和首席執行官通電話。

她將參加星期五總統在白宮舉辦的小企業主會
議。

她於上週下旬接受測試，並於週五收到明確的
陰性結果。

美國副總統彭斯辦公室工作人員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美國副總統彭斯辦公室工作人員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彭斯所
說的周五晚上說，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
（Mike Pence）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的冠
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凱蒂·米勒說：“今天晚上，我們獲悉，

副總統辦公室的一名成員對冠狀病毒的檢測
呈陽性。”總統和彭斯副總統均未與該人保
持密切聯繫。 正在根據CDC指南進行進一步
的聯繫和跟蹤冠狀病毒陽性員工。”

伊万卡·預測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
進行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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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40多支援鄂医疗队3000多名医护人
员返程。

“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武汉普通市民的
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白衣执甲，逆行出
征，他们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功臣，是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

“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民族才会有
希望；一个国家多一些为人民利益而忠诚守望的
人，国家才会有希望。”

3月16日上午，张博文在工作日记中写下了这
样一句话，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她想用
这句话对战“疫”以来身边同事的无私奉献表达敬
意。作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援鄂护士，此时她来
到武汉已经51天了。战“疫”的日子里，除了最
忙的几天之外，张博文都保持了写工作日记的习
惯。

50多天中，张博文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转战武汉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再到光谷方舱
医院，直到3月6日光谷方舱正式休舱，张博文和
她的同事们一直战斗在抗疫第一线。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援汉抗疫的医护人
员超过4.2万人，其中像张博文一样的护士超过
2.86万人，占医疗队总人数68%，在对患者的救
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护士的
眼睛。”一位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曾含着泪说，

“护士们的眼神，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近日，本
报记者跟踪采访了前往武汉支援的北京中日友好医
院、山东援鄂医疗队、福建援鄂医疗队的8位护
士，记录下他们在战“疫”中的感人故事。正如张
博文在日记中所写：“我的同事里许多人有着柔弱
的肩膀，但却是最勇敢的战士。”非凡之路，始于
平凡。每一位无惧风险战斗在一线的护士，都值得
我们感谢、尊重和铭记。

高文博：
“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

“当我知道武汉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我就跟
科室领导请战，支援武汉，我第一个上。”回忆起
当初报名战“疫”的时候，高文博对本报记者说，

“1月26日我们医院第一批援汉医疗队出发，名单
里却没有我。当时我一下急了，赶紧去问领导。怎
么不派我去呢？我是男孩，体力好，急危重症专业
出身，我最合适不过了！”

高文博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在
武汉援助的他先后在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和光谷方
舱医院参加救治工作。1990年出生的他性格阳光开
朗。谈起单位没有派自己参加第一梯队的原因，高
文博说：“我有哮喘，领导有点不放心。但最后他
们还是拗不过我的坚持，所以我这不是来了么。”

在援汉最初的几天里，哮喘成了高文博必须克
服的难题。

“最早穿上防护服的那几天确实很憋，头
一直懵懵的。”高文博说，“密闭式的防护服非
常重，我的体力流失很快。防护服里空气流动
缓慢影响呼吸，真的很难受。”

为了尽快适应，高文博开始自己想办法：“每
天我都会在鼻子上抹薄荷膏，这样能帮我尽量保持
清醒。”

工作时，护士和患者们的互帮互助，让高文博
感受到了最朴实真挚的人性。

“我们方舱有个阿姨，由于年轻时用凉水洗衣
服，手裂开了口子。入驻方舱时匆忙，没有带护手
霜。我看她的裂口一直很疼，就把自己的护手霜给
了她。”高文博说，“阿姨知道我跟她的孙子年龄相
仿，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似的。她每天都会
到舱里护士站看我，叮嘱我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还帮我整理护目镜和帽子。”

医患的亲密关系让高文博非常感动：“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觉得特别地自豪，整个中国都在
战斗。有时候坚持不住了，我就会跟自己说，坚
持到最后就能看到希望！”

孙康杰：
“31号病人，能动了！”

“我护理的病人本身也是一名医生，他是在

工作中不幸感染。”孙康杰对本报记者说，“在房
间里看着自己的战友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昏迷
不醒，心里很不是滋味。”

孙康杰是中日友好医院西医妇科的一名护士。
“我妈妈是护士，2003年非典时就战斗在一线。现
在又和我一样战斗在抗疫一线。”孙康杰告诉本报
记者，“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

3月初，孙康杰和常年在ICU（重症加强护理
病房）工作的张亚兰护士一起，在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参与危重症病人的护理工作。31床的病
人——一位外科医生，是她此次护理的重点对
象，大家都称呼他为31号病人。

孙康杰说，“3月3日，31号病人转到我们病
区。刚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各种机器，比如
ECMO（人工肺），此外他身上还有CRRT（血滤
机）、心电监护仪、还有一些输液管……我们几乎
把所有重症病人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

ECMO+CRRT是危重症治疗领域的“重型
武器”。这一武器可以部分替代患者已被病毒蚕食
的双肺，并为其清除体内毒素，为进一步治疗争取
时间。然而“重型武器”的使用，对医护的要求都
极高。由于仪器对患者的呼吸、循环、凝血、电解
质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运行过程需要十分严
格的监测。孙康杰和张亚兰为31号病人每4个小时
进行一次抽血、查血气，同时还要对他的各个穿刺
管路进行维护并为他翻身、吸痰等护理。

“我顾不上害怕自己在护理过程中被感染，”孙
康杰说，“就是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3月8日，31号病人醒来，孙康杰喜出望外：
“他的眼神中透着光，那是生命的能量。”

孙康杰轻轻握住他的手:“前两天，我就想和
你说说话了，现在你的状态很好，要继续坚持！很
快你就可以回家了，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
住！”这位病人眼角泛泪点了点头。

“帮他整理生活用品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家
人送来的照片和画。其中有他和妻子的结婚照，上
面写着‘老公，我爱你，等你回家’，还有女儿画
的全家福，上面用稚嫩的字体写着：‘爸爸我们爱
你！等你平安归来！爸爸加油！’”说到这里，孙
康杰有点哽咽，“其实我也想念在北京的孩子，没
有人不想回家，但我是护士，这场战役，不能少了
我们。”

在孙康杰和同事们的治疗、护理下， 31号病
人身体渐渐能小范围活动了，也能简单说话沟通
了。3月9日，孙康杰写下一首小诗：

“我祝福你，31床，
也祝福每一个病人，
乌云散尽，
就会感受阳光。
感受生命的力量，
我们与你们同在！”

吕蕊：
“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

“小心领口，请拉下帽子往里卷……”2月15
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出口班”的护士们正耐心
地给要下班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在这里，护士们的日常排班分为“出口班”
“入口班”和“责任班”等。“责任班”的主班主
要是处理医嘱和协调舱内工作。“入口班”是帮同
事们穿防护服并检查纰漏。“出口班”就是负责帮
助下班后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这个工作很重要，容不得一点马虎，要保证
同事们的绝对安全。”在“出口班”工作的护士长
吕蕊对本报记者说，“听上去很简单，但一个班上
下来50多个人，包括保洁、保安、警察、医生和
护士。平均每个人脱防护服需要5到10分钟。脱防
护服的过程是最容易感染的，因此需要聚精会神地
观察，五六个小时下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吕蕊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医院ICU病房的
护士长，2月6日，她参加山东省援鄂医疗队奔赴
武汉参加战“疫”。在客厅方舱，她认识了许多新
的朋友，有一位护士的故事让她非常感动。

“我最佩服的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张洋护士长，
她曾对自己的护士们说过一句话，‘我是怎么把你
们带到武汉的，就会怎么把你们带回北京。’”吕
蕊说，每一次张洋都是最后一个进场，最后一个退

场。因为她要把每个队员的防护服都检查一遍，有
些时候即使不是她的班，她也会来到医院入口，看
着队员们一个个整齐穿戴好，从医务人员通道走进
去。

“她很瘦小，但在我眼中，她的身影无比高
大，”吕蕊说，“有一个影片里的一句台词令我印象
深刻——‘请把你的后背交给我！’这也是我想对
队友们说的话。使命所在，责无旁贷，我要为大家
做最靠谱的守门人！”

林璐：
“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

被问起为什么要报名前往武汉战“疫”时，1993
年出生的林璐告诉本报记者，“我是一名护士，更是
一名党员。”

林璐是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的护士。在2月
15日晚的寒风中，她跟随第九批福建省援鄂医疗队
抵达武汉，开始了自己的战“疫”征程。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生命
监测和病情观察。”林璐说，“此外，还有心理护
理。心理护理其实很重要，病人们刚进方舱时或
多或少会因为环境陌生而紧张。这就需要我们为
他们做心理辅导，替他们树立信心。信心是战胜
新冠肺炎的强大武器。只有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治
愈，那么治疗工作才能更顺利。”

在林璐负责的患者中，有一位“90后”，他
在住院的时候主动要求当志愿者，帮医生们搬运
一些中药及各种生活物资。

林璐说，“后来他出院了，还给我们写了感谢
信，他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读到感谢信我真的
好开心。很多病人都像他一样，很暖心。”

几天前，林璐2岁的小儿子给她录了一个视
频，胖乎乎的小男孩在视频里对着妈妈比划了一
个胜利的手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加油，叔叔
阿姨们加油，武汉加油！”林璐的眼睛湿润了，
她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自己的同事们，大家都很感
动。

“我觉得能来武汉战‘疫’真的很骄傲。来之
前也有焦虑和紧张。但是来自家人和四面八方的
支持，让我感到安全、充满力量。”

晋瑞婷：
“你们是我们的护士妈妈”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这是医学界一句名言，来到武汉后，我终于
对它有深刻体会了。”说这话时，晋瑞婷正在房间
里整理随行物品。随着武汉各个方舱医院的关闭，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队一员的她，也正式转
入修整待命状态。

她对本报记者说，疫情情况正在好转，等到疫
情结束，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和战友们好好再聚一
次。到时候大家都不戴口罩，可以互相好好认识一
下。

“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方舱医院里工作，但是
彼此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晋瑞婷对本报记者
说，“援汉的1个月，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每一
个人的声音、眼神彼此都熟悉，就是看不到彼此的
全部面容。有一次一个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张
不戴口罩的照片。我翻到了，觉得很陌生。我用手
把照片中人的鼻子和嘴巴捂上，只看眼睛，一下就
认出来是谁了。”

在方舱工作的日子里，最让晋瑞婷感动的是一
件小事。“我们的舱里有一位11岁的小朋友，我们
会经常给他带一些零食。”晋瑞婷说，“有一次我给
大家带巧克力，先给小朋友发，然后发给叔叔阿姨
们。分到一个50多岁的阿姨的时候，她握住了我
的手说：‘她是小朋友，我们是大朋友，你们是我
们的护士妈妈！’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就哭了。我觉
得这次来武汉，真的值了！”

回想自己1个多月的战“疫”经历，晋瑞婷觉
得，方舱医院里面发生的一切告诉自己一个道理：
在全民战“疫”中，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
位，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晋瑞婷说：“我们医院1000多位护士，几乎都
报名了支援武汉。虽然最后不是所有人都能来，但
是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

刘颖：
“像当年前辈呵护我们一样呵护小朋友”

“新冠肺炎导致血氧下降，血氧低于93%就很
危险了。”刘颖对本报记者说，“在方舱做护理工
作，测量患者血氧是重中之重。”

“90后”的护士刘颖是北京援汉的护士之一，
2月4日，她跟随第四批国家紧急医学支援队来到
武汉，先后在客厅方舱和光谷方舱开展护理工作。

“我当初报名是瞒着家里报的。”刘颖说，“我
出发前临上车的时候才跟我妈说了支援武汉的
事。”出发前，刘颖特别嘱咐家里的弟弟妹妹照顾
好父母。

2月7日，刘颖过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生
日，这是她的30岁生日，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度过。

“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进舱了，在做进舱前的
最后训练时，我妈妈给我拨了一个视频电话。”刘
颖说，“我妈说，大闺女今天过生日了，我知道你
们刚去条件艰苦，只能泡面当长寿面，等你回家
了，妈妈再给你好好过个生日。说完她就哭了。我
的同事们就在视频里劝她说，阿姨放心吧，我们都
在刘颖身边，大家都挺好的。”

在刘颖负责的舱里，有一位10岁的小朋友，
和妈妈一起住进方舱。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样子，刘
颖就会想起17年前上小学时经历“非典”却并不
紧张的自己，因为当年前线医护人员的拼死奋战，
自己的生活离病毒很远、很安全。

“那时就觉得好像放了一个长长的假。”刘颖
说，“很高兴现在自己可以像当年的前辈呵护我们
一样呵护现在的小孩子。”

刘毅敏：
“我见到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场景”

“我工作10多年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患者的
不理解。”刘毅敏对本报记者说，“可是在方舱医院
没有任何的不理解，患者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我
见到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场景。”

作为北京援汉护士，刘毅敏已经在战“疫”前
线工作1个多月了。她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护士们需要定时给患者
完成采血工作。但是身穿笨重的防护服、带着双层
手套和护目镜，护士们进行采血扎针的精细操作时
非常困难。

“因为装备的原因有时看不清，动作也不稳，
扎错针的可能性很大，当时我很担心患者会生气，
结果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毅敏说，有一位
年龄很大的阿姨在采血的时候对她说：“姑娘，你
放心扎吧。我知道你不容易，你一针扎不准就扎第
二针。”

“这个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刘毅敏告诉记
者，那位老阿姨对她说，希望自己可以尽快好起
来，这样护士们就能早点结束工作，尽快和家人团
聚。

“听到这么暖心的话，心里真的很感动。”刘毅
敏说。

在长达6小时的时间里，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戴着沉重的护目镜，两层口罩在防住口鼻的同时也
阻碍了呼吸……这就是方舱医院护士们的日常工作
状态。为了节省防护服，入舱前大家不喝水也不吃
东西，这样可以不用在中途上厕所。为了以防万
一，每个人的衣服里都垫着纸尿裤。四五个小时
后，口罩的带子勒到耳根的肉里，勒得耳朵生疼、
颧骨胀痛。衣服厚重、呼吸不畅、汗流浃背、体力
流失，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护士们一直在认
真工作，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轻言放弃，
没有一个做了逃兵。有一次，刘毅敏被护目镜的含
氯消毒剂腐蚀了眼睛，剧痛让她的左眼长达一个小
时无法睁开。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却只有愧疚：“如
果我一个人掉了队，那就会加大其他同事的工作
量，那样会很对不起他们。”

努力和坚持换来了收获。很快，第一个治愈出
院的病人出现在了刘毅敏负责的班上。“是一位45
岁的男人，出院那一天，他手拿着出院单，走路步
伐都是雀跃的，我真替他高兴。”刘毅敏说，“我
想他出去以后看到春天已经来到，心里一定特别
开心。”

“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
——奋战抗疫一线护士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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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 的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本報訊)哈里斯縣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官安哈里斯貝內特宣布
，稅務局將繼續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使用投包箱付款方式，
所有者，志願副選民登記，商業客戶，汽車轉銷商和所有權服務從
明天，星期三，3月18日。

Bennett說：“為了我們的員工和社區的安全，所有哈里斯
縣稅務局將取消直接客戶服務交易。”
員工將繼續通過通過投遞遞減框或郵件接受交易，為通常訪問稅
務局地點的人員提供服務。還鼓勵客戶使用稅務局網站開展所有
其他業務。

所有者可以使用位於德克薩斯州普雷斯頓休斯頓1001號哈
里斯縣行政大樓的稅務局投遞箱親自付款。只接受支票，匯票或
出納支票。
物業稅投遞箱每天早上7點至下午6點使用。主數會在www.
hctax.net上印表收據。

所有者還可以郵寄支票，匯票或出納支票，向安·哈里斯·貝
內特，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員安·哈里斯·貝內特（安·哈里斯
Bennett）郵寄支票，匯票或出納支票，P.O。 Box 4622，休斯
頓，TX 77210-4622，以支付其財產稅。客人可以在
www.hctax.net 信 用 卡 在 線 付 款 ， 也 可 以 通 過 電 話
713-274-CARD（2273）免費電子檢查。

個人申請酒精許可證，稅務證明和投幣操作機器許可證必須
放棄他們的要求和付款通過支票，匯票或出納支票在哈里斯縣稅

務局配送中心11525托德路，休士頓，TX
77055上午8點至上午9:30之間對於在指定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達
的個人，不會例外。

主數數可致電713-274-8000，或寄送電子郵件至tax.of-
fice@hctx.net，申請物業稅繳納計畫。
有關資料可查閱稅務局網站www.hctax.net。

汽車轉銷商/產權服務公司及其代表和金融機構可在上午8點
至上午9:30期間，在休士頓托德路11525號的任何開放稅務局
分支機構或哈里斯縣稅務局配送中心放棄交易。只接受支票，匯
票或出納支票。交易將限制為每人30筆。

3點至下午4:30進行取件。對於在指定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達
的個人，不會例外。

所有市中心的商業客戶可在上午8點至上午9:30之間，在德
克薩斯州休士頓托德路11525號的任何開放稅務局分支機構或哈
里斯縣稅務局分配中心投遞已完成的文書工作。只接受支票，匯
票或出納支票。交易將限制為每人30筆。

已完成的交易即將下午3點至下午4:30進行取件。同樣，對
於在指定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達的個人，不會例外。

在上午8點至上午9:30之間，必須在德克薩斯州德克薩斯州
托德路11525號哈里斯縣稅務局配送中心下車，或郵寄至安·哈
里斯·貝內特，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員，郵政信箱4089，休斯

頓215套房，TX77210。
3月和4月，標題服務及其代表的身份證已被取消。

新的或更新的職稱服務申請可以郵寄在：安哈里斯貝內特辦公室
，稅務評估員和選民登記員，注意：特別調查股，1001普雷斯
頓街，休士頓，TX77002-1839。申請可在上午8點至上午9點
的時間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托德路11525號在哈里斯縣稅務局分
發處通過支票，匯票或出納支票進行投單。對於在指定時間之前
或之後到達的個人，不會例外。

需要更新選民登記資訊的登記選民，或希望登記投票的個人
，應訪問得克薩斯州國務卿網站，www.sos.texas.gov。

所有志願副選民登記員（VDVR）應在上午8點至上午9:30
之間，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托德路11525收據開始下午3點至下
午4:30提供取件。對於在指定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達的個人，不
會例外。

VDVR應致電713-274-8387，或發送電子，初始登記申請
的“五天”規則，除選民登記終止日期後第二天提交的申請外，
仍適用。

選民@ hctx.net郵件至選民@ hctx.net，請求在配送中心接
機和接機VDVR耗材。
鼓勵公眾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哈里斯縣稅務局，了解稅務局關閉和
取消辦公室活動的最新情況和資訊。

 





SBA更新！COVID-19現在在德克薩斯州提供災難貸款和即將推出的網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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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小企業現在可以申請SBA經濟傷害災難貸
款（EIDL），以幫助解決COVID-19危機。

什麼是EIDL？
SBA EIDL計劃可以為企業和私人非營利組織提供高達200

萬美元的低息貸款。
EIDL可用於支付固定債務，工資，應付賬款和其他賬單。
沒有其他地方的信貸的小企業的利率為3.75％。非息利率

為2.75％。
EIDL具有長期還款選項，最長為30年。條款根據借款人的

償還能力逐案確定。
如何申請？
在線SBA.gov/disaster
需要說明嗎？
請致電SBA的災難客戶服務中心800-659-2955或發送電

子郵件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失聰或聽力障礙的
個人可撥打800-877-8339每日網路研討會| 3月23日至27日

加入SBA休斯頓地區辦事處，因為我們提供來自SBA
的最新資訊，以說明小型企業從冠狀病毒的影響中恢復經濟。
我們將提供有關如何申請的資訊，以及您可以在何處獲得額外
的說明，以準備和申請SBA

經濟傷害災難貸款。會話將允許聊天問答。
所有呼叫上提供的資訊將相同。
請在最適合您的日期和時間加入。

*點擊下方的連結或剪切和貼上到瀏覽器上午9點加入規模會議
https://score.zoom.us/j/401014156
會議ID：401 014 156
加入手機+1 346 248 7799美國（休斯頓）會議 ID：401 014
156上午11點-（英語/西班牙文）

加入規模會議
https://score.zoom.us/j/953359546
會議ID：953 359 546

加入手機
+1 346 248 7799美國（休斯頓）
會議ID：953 359 546
下午1點

加入規模會議
https://score.zoom.us/j/358760584 會議ID：358760760584
加入手機
+1 346 248 7799美國（休斯頓）
會議ID：358760760584
下午3點
加入規模會議
https://score.zoom.us/j/293099534
加入手機
+1 346 248 7799美國（休斯頓）
會議ID：293 099 534

哈里斯縣稅務局取消辦公室內服務哈里斯縣稅務局取消辦公室內服務
業主業主，，商業客戶商業客戶，，汽車轉銷商汽車轉銷商//所有權服務所有權服務

和志願副選民登記員被要求使用稅務局投遞箱和志願副選民登記員被要求使用稅務局投遞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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