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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

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獲州長授獲州長授「「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專精項目專精項目::

刑事刑事﹕﹕ 保釋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商業﹕﹕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跨國追索跨國追索﹑﹑生意買賣生意買賣﹑﹑商業訴訟商業訴訟﹑﹑地地

產買賣產買賣

家庭家庭﹕﹕ 離婚離婚﹑﹑監護監護﹑﹑子女撫養費子女撫養費

意外意外﹕﹕ 車禍車禍﹑﹑意外傷害意外傷害﹑﹑醫生誤診醫生誤診（（不成功不成功 不收費不收費））

電話電話﹕﹕281281--889889--18861886（（中文中文）﹑）﹑281281--617617--09210921((英文英文))

地址地址﹕﹕1035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315﹐﹐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9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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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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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7 月 21 日，美方突然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妄
然頒下 「逐客令」，關閉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並要在周五（24日）下午4時前遷出，單方面
發起政治挑釁，蓄意破壞中美關係。當中更奇怪的情況是。美媒對
此一直毫不知情，並且在報導休斯敦總領館焚燒文件後幾小時，才
報導指中國外交部聲稱，美方要求中方關閉總領館。認真離奇怪談
。

要知道休斯敦總領館非但是中國在美國的五家領館之一，更是
1979年中國在美國最早設立的一個總領館，背後有其歷史意義。 中
國外交部表示：美國去年10月和今年6月兩次對中國駐美外交人員
無端設限，多次私自開拆中方的外交郵袋，查扣中方公務用品。由
於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動仇視，經常公然刊登攻擊中國的文章
，中國駐美使館近期甚至收到針對中國駐美外交機構和人員的炸彈
和死亡威脅。 同一時間，美國又在南海地區聯同印度、日本、澳洲
延進行軍事演習，鼓吹印太戰略三大支柱，表示要強化威懾力量，
更通過日本給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國等提供了導彈等武器裝
備，美國想要用誰來威懾誰，這些國家強化武裝，又會產生怎樣的
後果，會否只是令區內的恐怖活動加劇？美國不斷強調要保持 「南
海航道自由」，但是到底誰是這條航道的真正用家？如果南海航道
受阻，誰最受害？ 近月來因為疫情嚴竣加上總統選舉臨近，白宮政
府幾乎是全面攻擊中國，國務卿、司法部、國防部、商務部、參眾
兩院，差不多能想到和中國有關的機構，都已經先行發過聲，卸過
責、抹黑過中國，這幾乎是他們每日的例行公事，可以說目前所有
對華政策和行動都是危險的、排外的、挑釁的。

最近幾乎所有白宮對中國的攻擊,都用上了 「中共」(CCP)，來
試圖割裂中國和共產黨的關係。 「聽說」制定這些惡毒的對華策略
，很多是出自華裔學者、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 (Miles Yu) 、 他
是近期美國政府的座上客、炙手可熱的新貴，並且更是美國國務卿

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余茂春於中
國南開大學畢業後，1985年到美國留學並定
居，199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
史學博士學位後，移居美國9年，就能夠進

入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想必也付出不少代價，換來現在不少弟子在
五角大樓和國務院擔任要職，得尊稱一聲 「余教授」。對中國最有
效、也就是說最危險的策略是 「重返亞洲」這種 “I come in peace”
的合作態度，奧巴馬、希拉里採取的圍堵加上懷柔政策，的確能動
搖中國內部。前幾年隨著社交媒體興盛，在中國互聯網上一些人散
佈的觀點，鼓吹把黨、政府、國家進行政治拆分， 「我可以愛國但
不愛黨」，常常被用來為有損中國國家利益的言行進行辯解。 但是
，這兩年中美關係不斷惡化，損害國家利益的言論和分裂香港的行
為，遭到廣大網民的關注，這種詭辯效果和蠱惑人心的力量大減。
中國倚賴美國核心技術的情況，過去也在中美的緩和關係掩蓋起來
，從未被發現當中的危險，如非特朗普上場大張旗鼓強調 「中美脫
鉤」，中國也不會急起直追，這種策略是否不慎揭露了美國機密？
過去，有個普遍的認知是：美國政黨輪替不會對美國政府運作造成
破壞，因為行政官員都有既定的行為準則，但特朗普上台後，整個
團隊都是因應一己的喜好來挑選，遇有不滿 意者，特朗普就馬上直
接炒魷，導致白宮內部，都全是一眾投其所好、唯唯諾諾的特朗普
的奴才，仿如清末的宦官閹人當道。而在那短短的三年時間中，美
國幾乎脫離了所有國際協議和組織，然後發出一個又一個因著個人
喜好的、種族歧視的、肥上瘦下的行政命令，甚至在疫情關頭，還
為算私交、公然利益輸送，變成賣藥佬。又因為自己的固執，遲遲
不肯推動戴口罩，導致美國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如果美國代表
著選舉民主制度的典範，那特朗普政府已經完全表達出其危害性之
大矣。

回頭再看一下： 因為美國強行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造成
傷害休斯敦有多大。

本月廿一日，美國單方面發起政治挑釁，悍然要求中國關閉駐
休斯敦總領館。我外交部曾強調，美方此舉是在拆中美兩國人民友
好的橋樑。特朗普政府這一歇斯底里的舉動，也引發休斯敦當地大

報《休斯敦紀事報》的擔憂。
《休斯敦紀事報》發文稱“中國總領館的關閉，對休斯敦而言

，是一個大大的挫折”。文章回顧了休斯敦與中國的淵源和緊密聯
繫，將中國總領館比作“一座具有象徵性的橋樑”，為休斯敦和中
國之間的旅遊、貿易和文化聯繫提供了便利。而特朗普政府強關中
國總領館的決定，將對休斯敦和中國包括貿易、留學在內的多方面
聯繫造成不利影響。華生和遊客遠赴休市預料到會大減特減。

文章表示，當地的中國總領館關閉後，在休斯敦的中國僑民更
新護照將會是更加困難；而想去中國做生意的休市商人，或去“長
城漫步”的休斯敦遊客，將無法輕易獲得簽證；讓當地大學和商場
賺得“盆滿缽滿”的中國學生和遊客，也會因休斯敦附近沒有中國
領事館，而降低對當地的興趣。

文章還指出，中國是休斯敦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一九年雙
方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額，已達到一百四十七億美元。休斯敦從中國
進口電腦、電子產品和機械設備，並向中國出口原油、成品油和其
他化工產品，中國還有望成為美國液化天然氣的最大市場。

目前，四十四家休斯敦公司在中國設有一百一十三個子公司，
而十七家中國公司在休斯敦地區擁有廿三家子公司，這其中包括中
國國際航空公司、中石油和上汽集團。

休斯敦能源諮詢公司“Offshore Intel”的首席運營官李天凱認為
，從長遠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舉動，減少了美國公司的很多好
機會。今年十一月，該公司原計劃派遣人員前往中國，洽談液化天
然氣合作項目，然而因為眼前中國領館的突然關閉，導致美國商人
的簽證出現不確定性，以至這趟行程被迫取消。

文章也指出，其實休斯敦和中國的關係並非一帆風順。去年十
月，休斯敦火箭隊總經理莫雷在涉港問題上的錯誤言論，曾引發了
中國的怒火。“即使我們有過糾紛，但也能夠保持着友好關係。”
哈威強調，對休斯敦而言，中國總領館的關閉是一大挫折和傷害

休士頓地區的中國大陸出生者超過7萬5000人，中國是休士頓
第三大國際貿易夥伴，且在過去10年中貿易量成倍增長。2019年因
中美貿易戰開打，兩地貿易縮減已達25%。到了今天的關館，無疑
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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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生意無孔不入（賭王傳奇之8)
澳 門 賭 王 何 鴻 燊 自

1962 年巧取澳門新賭權後
，勵精圖治，大展鴻圖，
一步一腳印地大力發展賭
場業務,幾乎每一年的賭場
收入 及上繳葡萄牙國庫的
稅金，都是一年勝過一年
， 是以甚得澳葡政府以至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掌權人
馬的歡心，因而將澳門不

少基礎建設的工程，也誏何鴻燊冷手執來負責興建。何氏眼見自己
的賭業王國不斷壯大，雄心自然也不斷擴大，他幼年時期已是一位
「少有大志」的人，當然不甘心自己僅僅是 「賭王」一名。1970 年

當他年紀進入五十之際，雄心更大，決定進一步進軍澳門城市的基
本建設、地產銀行業務、港澳輪船客運、水上飛機、港澳航機和電
子行業等等，全部把它們盡歸澳門娛樂公司所有，真的是似 「水銀
瀉地，無所不入」。

不過世事終有改變的一天！1999年澳門 回歸中國大陸之後，要
求賭場重新分配調整的聲音，不單響徹中港台澳，連亞洲的日本及
菲律賓，以至遠至美國的賭塲大亨，也聞風而躍躍欲試。中國政府
及澳門特區政府也認為與其單讓何鴻燊一間博彩公司單花獨艷，不
若把賭權開放， 分成三家四戶，好誏群芳競秀，造就一個萬紫千紅
的局面為佳。經過一番研究探索之後，何鴻燊雄霸澳門賭業達半個
世紀的局面， 終於走入歷史。澳門政府在2002年 向世界宣告：開

放 澳門賭權，將賭權由一
分為三。由那一刻起，何
氏獨霸澳門賭壇近四十年
的局面，正式告終，而澳

門賭業即時變天，引發連場的龍爭虎鬥。
面對競爭，何鴻燊最初表現出落落大方，滿口風騷地表示：

「我何某人無懼開放賭權 , 他日 「有競爭，先有進步」 「歡迎任何
人氏到來競爭，有了競爭先有進步，有飯大家齊齊來食。」不過到
了投標後期，外來競爭者奇招百出，何鴻燊眼見世情不妙，才一改
口徑，希望澳門特區政府顧念澳門娛樂公司40 年建澳之情，出來
「幫幫手」，作出適當的安排協調。

最終三個賭牌均名花有主，分別由澳娛子公司澳門博彩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呂志和的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國，史提芬
永利的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奪得。其後，澳門特區政
府又准許年一個賭牌可以一拆分二，是以美國金沙集團、新濠博亞
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亦
相繼加入澳門賭業中來，引發連場激戰。

其實在六個賭牌中，三個由美資集團擁有，其中金沙2004年開
業後成功搶灘， 開張一年以來，天天高朋滿座，客似雲來，不足一
年光景，便不單收回成本，更大有斬獲，成為澳門賭業天之驕子、
世界賭業上的一大神話。這是全因金沙以高回佣來搶客，所以大陸
一方的富豪大客，排隊南下澳門，到金沙 「淘金」。而另一勁敵永
利賭塲，又以高薪挖走澳門娛樂公司的資深員工，到此一刻，連番
受挫的何鴻燊忍不住向外惡吼：炮轟外資 公司，來澳門造成惡性競
爭，又公開批評澳門特區政府，偏幫外資公司，造成對他不公。

畢竟何鴻燊為人老謀深算，在痛定思痛之下，也有所部署。他
先花上巨資，收購澳門南灣地王 「工人體育運動場」。這塊土地原

是上世 紀1956年，澳門政府送給澳門左派工人聯合會用作興建工人
運動塲之用。自那個年代開始，就不斷有不少大財團、大地產公司
來打它主意，希望將它買下來，作為面對南灣海面、遠眺碧波千里
的豪宅之用。可是四十多年以來，均告談判破裂，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價錢是否有吸引力之外，還有工聯會尚有一個附屬條件，那就
是要求買家，免費交上另一塊球場來，面積不可少於之前的工人運
動塲。這樣，澳門上萬工人在業餘及假日，才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地
方來運動及休閒。何鴻燊聰明的是聰明。價錢方面對他來說根本是
不屑一說，他把目光放到澳門跟中國大陸交界的一塊土地上，哪裡
也有一處小型足球場，原是供澳門警察耍樂遊戲之用，何鴻燊把它
買下來，再向內地政府商討，多買鄰近一塊大空地，跟小型足球場
聯合在一起，便成了澳門工聯總會心目中的運動地方，更得到一大
筆可觀的資金，不用再多研究，馬上成交。而何鴻燊亦立刻把買來
的 「工人運動塲，策劃成 「新葡京」大酒店。它較舊葡京酒店更為
豪華、更為富麗堂皇。而兩座新舊葡京大酒店之間，遙遙相對，設
計成上有天橋、下有地庫，連成一片。新店之內，設中西式酒家、
㗎啡餐廳、 桑那浴室。更默許來自中國各省各地的花樣年華的少女
，花枝招展，在兩間葡京酒店內穿插而行，好誏賭客、食客、嫖客
來選擇獵物，一舒私慾。此外，何鴻燊隨即又另外成立一家澳門博
彩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投資四十七點五億元推出多個賭場項目
，嘗試以 「蟻多困死象」，以多取勝的方式，致力打造葡京集娛樂
、旅遊及賭博於一身的綜合賭場，力保 「豪客」市場及吸納散客，
一併到葡京耍樂。徙2003 年起至2019 年止，在澳門這座蕞爾小島
上的各家各派的賭場，不愁閒日假日，不怕風吹雨打，一天廿四小
時，都有一連串的人流，流入澳門半島、澳門離島氹仔的金光大道
上的賭場之內，一試自家的手氣，進行博彩，務求一拼有千金，垂
手得萬銀.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全美最高權威的全美最高權威的
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西福西（（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
博士周二捍衛了他保護美國人健康的工作博士周二捍衛了他保護美國人健康的工作，，
此前總統轉推了一個有爭議的視頻此前總統轉推了一個有爭議的視頻，，該視頻該視頻
後來被社交媒體公司刪除後來被社交媒體公司刪除。。福西對美國廣播福西對美國廣播
公司的公司的““早安美國早安美國””節目說節目說：“：“在任何情況在任何情況
下下，，我都沒有誤導美國公眾我都沒有誤導美國公眾。”。” 川普總統在川普總統在
推特上發了一條帖子推特上發了一條帖子，，指責福奇和民主黨人指責福奇和民主黨人
壓制使用藥物羥氯喹治療新的冠狀病毒壓制使用藥物羥氯喹治療新的冠狀病毒，，其其
中包括一個錄像帶的鏈接中包括一個錄像帶的鏈接，，該錄像帶消除了該錄像帶消除了

大流行期間對口罩的需求大流行期間對口罩的需求。。
推特發言人證實推特發言人證實，，帶有視頻的推文違反帶有視頻的推文違反

了該公司的了該公司的COVID-COVID-1919錯誤信息政策錯誤信息政策，，並且並且
刪除了川普分享的推文刪除了川普分享的推文。。據美國有線電視新據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報導聞網報導，，該視頻在該公司刪除之前在該視頻在該公司刪除之前在FaceFace--
bookbook上獲得了超過上獲得了超過14001400萬的觀看次數萬的觀看次數，，也錯也錯
誤地將該藥物稱為誤地將該藥物稱為““治愈治愈”。”。 FacebookFacebook發言發言
人安迪人安迪••斯通斯通（（Andy StoneAndy Stone））表示表示：“：“我們已我們已
刪除了該視頻刪除了該視頻，，因為它們共享有關因為它們共享有關 COVCOV--
ID-ID-1919的治療方法的虛假信息的治療方法的虛假信息。”。”美國食品藥美國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上個月撤銷了對羥氯喹的緊急品監督管理局上個月撤銷了對羥氯喹的緊急
使用許可使用許可，，以治療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以治療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
病病 COVID-COVID-1919。。特朗普定期吹捧這種藥物特朗普定期吹捧這種藥物，，
並說他自己使用過並說他自己使用過。。

指導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指導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NIAID
））的福西的福西（（FauciFauci））在六位美國總統的帶領下在六位美國總統的帶領下
工作工作，，他說他不遵守川普的推文他說他不遵守川普的推文。。他敦促美他敦促美
國人繼續遵守常識性建議國人繼續遵守常識性建議，，以幫助遏制該國以幫助遏制該國
的暴發的暴發。。該國有超過該國有超過400400萬例這種疾病與萬例這種疾病與146146,,
766766人死亡人死亡。。他對美國廣播公司說他對美國廣播公司說：“：“我們應我們應
該做一些基本的事情該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包括戴口罩包括戴口罩，，與其他與其他
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避開人群避開人群，，在某在某

些地方關門並洗手些地方關門並洗手。。 ““毫無疑問毫無疑問。。 ””FF福西福西
自自19841984年以來一直領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年以來一直領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AIDNIAID），），並在民意測驗中獲得很高的評並在民意測驗中獲得很高的評
價價。。他說他說，，他支持他支持FDAFDA關於羥氯喹的決定關於羥氯喹的決定。。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特朗普的職位不會阻止他的公共特朗普的職位不會阻止他的公共
衛生工作衛生工作。“。“無論結果如何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會繼續做我都會繼續做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因為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我們正我們正
處於危機之中處於危機之中。。 ””

同時同時，，一個悲劇性消息證實了美國在危一個悲劇性消息證實了美國在危
險的冠狀病毒的嚴重威脅下險的冠狀病毒的嚴重威脅下，，每個人都必須每個人都必須
警惕和小心以對抗這種看不見的冠狀病毒疾警惕和小心以對抗這種看不見的冠狀病毒疾
病病。。 20202020年年77月月2626日日，，5656歲的約瑟夫歲的約瑟夫••科斯科斯
塔塔（（Joseph CostaJoseph Costa））博士是巴爾的摩市中心仁博士是巴爾的摩市中心仁
慈醫療中心的重症監護病房主任慈醫療中心的重症監護病房主任。。醫院在周醫院在周
日發佈到日發佈到 FacebookFacebook 的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亡的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亡
。。 醫 院 董 事 會 主 席 海 倫醫 院 董 事 會 主 席 海 倫••阿 莫 斯阿 莫 斯 （（HelenHelen
AmosAmos））姐妹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戴維姐妹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戴維••緬因緬因
（（David MaineDavid Maine））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他他
一生致力於照顧最重的病人一生致力於照顧最重的病人。”。” ““當全球大當全球大
流行降臨到我們身上時流行降臨到我們身上時，，喬無私地繼續了他喬無私地繼續了他
在前線的工作在前線的工作--致力於在這個急需的時候為我致力於在這個急需的時候為我
們的患者和我們的城市服務們的患者和我們的城市服務。。

全美傳染病專家福西博士捍衛他保護國人健康的工作
他敦促美國人繼續遵守常識性建議幫助遏制病毒暴發
要戴口罩與他人保持六英尺距離避開人群 關門並洗手

光鹽健康園地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國
會山上至關重要的一周始於共和黨
人艱難地推出冠狀病毒救助方案，
最終以談判徹底破裂而告終。共和
黨領導的參議院對COVID-19救濟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只是確保每週
600 美元的聯邦失業救濟金在周五
到期。對於超過2000萬失業的美國
人來說，這是一筆財務命脈。美國
在一周內獲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季
度經濟萎縮，該病毒造成的全國死
亡人數超過15萬人。共和黨人宣布
了在下一次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中削
減每週600美元失業率的計劃-但民
主黨人抨擊數百萬人“減薪30％或
更多” 的 計劃。

民主黨領導的眾議院在 5 月通
過了一項 3.4 萬億美元的法案，將
每週 600 美元的福利延長到 1 月份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週五拒絕了暫時延
長增加失業救濟金的提議，該提議
將於7月31日到期，而國會仍在繼
續研究新的冠狀病毒救濟法案。參
議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查 克 • 舒 默
（Chuck Schumer）星期四兩次試
圖迫使參議院對該法案進行表決，
但他遭到共和黨的阻撓，共和黨人
說這筆 600 美元的福利延長對工作
不利，應該減少。共和黨人希望在
周四就一項提議將這項福利削減至
損失的工資的 66％或每週 200 美元
進行投票。舒默阻止了這一說法，
稱其不足。舒默呼籲參議院通過眾
議院 批准的《英雄法案》。奧巴馬
（Barack Obama）前前高級顧問丹
•菲佛（Dan Pfeiffer）說： “控制
COVID和挽救經濟是保持權力的最
佳方法，但他們過於專注於幫助公
司和傷害人們為自己謀取利益。”

本週的兩黨兩黨談判沒有取得
任何進展。由於共和黨人指責民主
黨人拒絕進行真誠的談判，民主黨
人說，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
康奈爾的提議是不認真的，因為它
缺乏許多共和黨人的支持。談判崩
潰的核心是共和黨的分裂，由一名
善變的川普加劇，川普在許多場合
削弱了黨的領導人。

星期三，川普宣布延長失業援
助的短期延期，這幾乎沒有得到共
和黨參議員的支持。麥康奈爾已將
談判任務傳給了財政部長史蒂文•
姆努欽（Steven Mnuchin）和白宮
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與眾議院議長南加州
佩洛西（Nancy Pelosi ）和參議院
少 數 黨 領 袖 查 克•舒 默 （Chuck
Schumer）進行談判。

$ 600失業救濟金在本週談判破裂後失效
本週的兩黨救助方案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共和黨人宣布了在下一次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中削減每週共和黨人宣布了在下一次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中削減每週600600美元失業美元失業
率的計劃率的計劃--但民主黨人抨擊數百萬人但民主黨人抨擊數百萬人““減薪減薪3030％或更多％或更多”” 的的 計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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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疫情之下，房
貸利率降至低點，許多民眾往往好奇，
是否應該趁著這個良機，入手夢寐以求
的小屋？本報獨家邀請到地產專家三一
地產總裁邵小明先生，分析在疫情的期
間入手房地產，是否是一種穩定、保持
的投資。

休斯頓近幾月房市狀況
邵小明表示，之前受到疫情波及，

休斯頓出現了 「賣家不敢賣、買家不敢
買」的狀況，看房的狀況有縮減趨勢，
但是到了五、六月份，隨著德州開放，
房市買賣又活絡了起來，加上每年這時
是買賣的高峰期，因為許多買家都希望
在小孩入學以前，處理好房屋買賣問題
。

想賣房，該處理什麼問題？
邵小明表示，三一地產負責休斯頓

當地許多租賃業務，對於出租房方面，
他觀察到租客付不起房租的問題層出不
窮，有些可能是真的受到裁員影響，財
政狀況不穩定，有些則是有心人士想趁
機白住。邵小明指出，為了確保對每個
租客公平起見，也會要求這些租客提供
證明，例如說提供雇主聯絡方式，確定
租客真的是受到疫情的影響而難以付房
租。

邵小明也提醒，若是房東想在疫情
期間賣房，在仍然還有租客的情況下，
會增加賣房難度，因為後續接手的屋主
可能會擔心房客不搬走。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賣家還要注意自身的房貸是否與

房地美（Freddie Mac）有關係，因為其
往往是貸款的最後一個環節，而房地美
的貸款政策服膺一項聯邦法，即 「不能
驅趕租客」，因此可見出租業務上複雜
程度之高。

房貸低利率，反映了什麼現況？
邵小明指出，隨著近來房貸的低利

率，買房自住的比率大幅增加、投資的
比率大幅下降。但他指出，利率降低的
好現象，反映出了經濟的嚴峻，因此政
府才需要介入。而美國政府大刀闊斧地
出擡一系列低利率、紓困金等改善方案
，但是發錢發太兇了，可能會對後期走
勢造成影響。

德州住房長遠來看呈上升趨勢
邵小明認為，華人一般而言對房地

產比較青睞，因為可以出租，保值作用
大，通貨膨脹往往也能在房地產業上體
現出來，如果不進行投資，等於自身的
資產將會越來越縮水。

他也指出，雖然目前因為大選年，
許多情勢都不明朗，短期內是否對房市
造成衝擊，都還是未知數。但是從歷史
資料來看，房地產永遠在走上坡，即使
目前沒有買房打算，民眾也應該保持關
注，而不是不聞不問，才不會錯過一些

良機。
對於德州的狀況，他認為目前商業

地產受疫情衝擊大，若投資餐飲、旅館
、零售業的變數太大，加上網路遠端銷
售模式的興起，對於實體商家有著眾大
衝擊。

但對於投資住房，仍然可以審慎樂
觀，特別是休斯頓對於購屋族，可以說
是不二選擇，一方面因為房價便宜、另
一方面租金回報高、加上德州法律保障
房東。相較於西岸、或其他房價較高的
州，他們除了要花更多錢購房外，一但

出現租屋糾紛，州法反而是站在房客那
邊，比較起來，德州的房東是幸運得多
了。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的主要業務是

出租房的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項是有
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豐富的招租以及
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速，嚴謹。
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面提供
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美的裝
修師傅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

租金到房東賬戶、及時收租催租、及時
專業驅趕該驅趕的租客、用微信及時有
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註冊會計師、保
險專員、招租、管理、保險、報稅一條
龍服務，讓房東不用操心。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2010年，德州剛剛推出專門針對房

屋租賃管理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就
銳地察覺到隨著德州房地產市場的升溫
，很多投資房都需要專業的房屋租賃管
理服務，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快
完成了培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

租賃管理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
人才，應對公司的發展需求。現在，房
屋租賃管理已經成為 31 地產的主要業
務，旗下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
管理，無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
什麼差錯，比如水電網、冷暖器、房子
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的租客等，
都是很麻煩的。」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邵小明的理念是: 我賺錢，合作夥

伴也賺錢，雙方有一方吃虧，合作都是
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因此，在達拉斯，
許多地產經紀人都樂於與他合作，達成
雙贏互助的模式。歡迎休斯頓地產經紀
人合作，推薦房東客戶。

三一地產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469-525-2475。 Email: sam.
shao@31realty.net。網址：www.31realty.
net。

疫情雖在疫情雖在 休斯頓房地產買氣轉旺休斯頓房地產買氣轉旺
三一地產一條龍服務三一地產一條龍服務，，讓房東省心讓房東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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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
斯頓第二波租客補助又出爐﹐市
長特納公告了一項1900萬美元
的租金援助計劃﹐其中有1500
萬美元來自CARES法案的資金﹐
另外400萬美元來自過去募得
的私人捐款﹒
其中﹐Houston Endowment Inc.
捐贈了200萬美元﹐大休斯頓新
冠復原基金會（Greater Hous-
ton COVID-19 Recovery Fund）

和金德基金會（Kinder Foundation）分別
捐贈了100萬美元﹒特納表示﹐希望到
下週這筆租客補助能增加到2000萬到
2500萬元﹒就在這項振奮人心的消息
出台的同天﹐許多美國人才剛失去
CARES法案中每週600美元的額外失業
救濟金﹒
Baker Ripley公司將會再次負責這項計
劃的管理﹐這筆款項將不會再如5月時
的租客補助ㄧ樣﹐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
配﹒今年5月時﹐市府通過了一項1500

萬美元的租客補助計畫﹐結果在申請開
始後90分鐘內就全數用罄﹒
市長解釋說﹐他們正在設計新的度量標
準﹐以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尤其是
那些面臨緊急驅逐的居民﹒根據報導﹐
只要有租賃合約﹐就有資格參加這項租
金計劃﹐和過去不同的是﹐「無證移民」也
將有資格獲得救濟﹒此外﹐特納也呼籲
法官在這段期間﹐若要審理驅逐令必須
慎重以待﹒

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6666月房市逆流而上月房市逆流而上月房市逆流而上月房市逆流而上﹐﹐﹐﹐醫療中心功不可沒醫療中心功不可沒醫療中心功不可沒醫療中心功不可沒﹗﹗﹗﹗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各
行各業百廢待舉﹐然而六月份開始﹐休斯
頓的房屋市場銷量卻突破重圍﹐交出亮
眼成績單﹐還比去年同期多得多﹒根據
休斯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HAR）的數據
﹐6月份的「獨棟住宅」銷售量﹐與去年同
期相比增長了15.7％﹒此外﹐平均成交
價格從一年前的25萬2900美元成長到
了26萬2000美元﹒

HAR董事會成員Tim Surratt指出﹐因為
當地2月到4月的春季市場被推遲了﹐一
當居家令解除﹑各地開始復工﹐買主們便
開始尋覓更大的房屋﹒他更指出﹐在居
家令其間﹐許多人發現目前的房子太小
了﹐不適合孩子﹑家庭居住﹐因此﹐隨著重
啟腳步邁開﹐許多買主也紛紛開始覓房﹒
叁一地產總裁邵小明表示﹐受到疫情波
及﹐休斯頓當地出現了「賣家不敢賣﹑買

家不敢買」的狀況﹐看房的狀況有縮減趨
勢﹐但到了五﹑六月份﹐隨著德州開放﹐房
市買賣又活絡了起來﹐加上每年這時是
買賣的高峰期﹐因為許多買家都希望在
小孩入學以前﹐處理好房屋買賣問題﹒
Surratt也分享﹐休斯頓低廉的生活成本
也吸引了其他地區和各州的買家﹐民眾
希望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更多的生活空間
﹐因此他出售的房子中﹐有四分之一的購

房者來自州外﹒
Surratt指出﹕「（休斯頓房價）比達拉斯便
宜20％﹐比奧斯丁便宜25％﹐因此人們
開始撤出這兩個市場﹐準備前往休斯敦
﹒」「我們有一些外地人繼續搬遷到休斯
敦﹐其中很多人甚至會來醫療中心﹐所以
我認為﹐休斯敦醫療中心是目前我們工
作的主要推動力﹒」

哈裏斯郡學校哈裏斯郡學校哈裏斯郡學校哈裏斯郡學校﹐﹐﹐﹐禁面對面課程到禁面對面課程到禁面對面課程到禁面對面課程到9999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遭德州總檢察長反對遭德州總檢察長反對遭德州總檢察長反對遭德州總檢察長反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學校開學將
至﹐許多家長都很擔心孩子要在德州疫
情這麼嚴重時重回學校﹐達拉斯﹑哈裏斯
郡分別宣布﹐當地學區到9月8日前﹐都
禁止實體授課﹐但網課仍然可以持續進
行﹒這項命令卻在28日遭到美國德州
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反
對﹐認為地方政府逾越權力範圍﹒
帕克斯頓週二發布了法律指南﹐指出地
方衛生部門無權以防止新冠暴發的原因
﹐推遲該地區學校的開學日﹐帕克斯頓指

出﹐儘管地方衛生當局可能
擁有在有限情況下關閉某
些學校的權力﹐但不能ㄧ桿
子打翻一條船﹐只因為防疫
就將所有學校都關閉﹒
帕克斯頓指出﹐何時重新開
放的決定﹐應由各地區或私
立學校的校長決定﹒並指
出「孩子的教育是德州不可或缺的價值﹐
目前沒有任何州級命令能禁止任何學校
開學﹒」

達 拉 斯 郡 長 克
萊·詹金斯（Clay
Jenkins）隨後發
推文說﹐對於達
拉斯的學校﹐帕
克斯頓的法律意
見不會有太大變
化﹐仍然會在9月

8日後才允許實體授課﹒
哈裏斯郡郡長伊達戈爾也表示﹐目前諮
詢過許多教育總監﹑師生﹑家長﹐都希望

能有統一的方針﹐並有公衛專家的專業
意見﹐因此與哈裏斯郡公衛專家Umair
Shah 博士與休斯頓市衛生官員David
Persse博士商討後決定頒發這個命令﹐
以防止疫情蔓延﹐她也指出﹐雖然不能面
對面授課﹐還是可以透過網路進行教學
﹒並指出9月8日前恢復面對面授課很
有很能太快﹐但希望能盡力達到這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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