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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574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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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 nn e l13

B 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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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你的房子升值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61108_4分之1版簡

做到這幾點●

你的住房能給來訪者、家人、甚至潛在買家
以良好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以下有十種方法
能夠改善房子的外觀，令房子光彩照人。

前院柵欄
在住房的前院添加一道漂亮的柵欄能使房

子看起來更大，並能為房產增值。這道柵欄也可
以為兒童和寵物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一位本地木匠或庭園設計師通常能在一天
之內建好柵欄。

噴塗外墻
翻新難看的外墻的

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噴塗不同的顏色。
給外墻做塗層能顯得現代化和增加房產的

價值，但是昂貴而費時。而噴塗墻磚的方法更快
捷和便宜，如果使用得當，效果會非常好。

草坪
如果能增加房子前院的草坪，這會使房子

看起來更吸引人。
有時可能需要清除一些枯萎的灌木叢，前

院整潔的草坪能使房子外觀效果更好。

鋪石小徑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站在房外，不知道怎樣

走到前門，而鋪石小徑可幫助訪客找到前門。
精心布置的墊腳石是幫助訪客走到前門的

最完美方式，而且這些墊腳石還可以保護草坪
不被踩壞。

門牌號
訪客找不到房子的門牌號碼可不太好。要

確保你的信箱堅固（或至少是豎直的），上面標
示著明確的數字。

應保證門牌號碼很容易看到。

也可以在房外的聚光燈下添加一個門牌號
碼，這會讓人印象不錯。

門廊新磚
雖然不是所有的門廊都可以從街上清晰看

見，但這是訪客看到的第一個區域。
在門廊鋪設新磚可以翻新房子前院的外觀

。
許多門廊是在房子初建時鋪設，所以可考

慮使用新磚來裝飾這一區域。

前門
前門可緊隨時尚，其色彩沒有理由不能定

期更換。
色彩豐富的前門可以令房子看上去很不一

樣。
刷新前門，尤其是彩色的前門，能夠使房子

脫穎而出。

植物
前院種一些植物看起來總是更好，而成熟

的植物將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但卻比較昂貴。
其實即使是小株的植物看上去也很好。小

株的灌木是值得投資，因為能給房子前院帶來
新的面貌，而且還會不斷生長。

欄杆
裝上漂亮

的新欄杆能給
房子增色不少，
還能很好地點
綴前院，而不需要破費很多。

白色木制欄杆能快速搭建（和粉刷）完成，
這一選項比玻璃更實惠。

噴塗房頂
破舊的房頂很容易被忽視，但重新噴塗房

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噴塗房頂最好留給專業人士來做。因為這

是一項危險的工作，需要一些專業技能，最好請
專業人員來完成。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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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稅美國 徵收方式

美國的遺產稅與贈與稅金額不少，如果打
算在美國買房，並有將房子留給孩子的想法，信
托是最好的方式，既有權益保障，同時以信托方
式過戶給孩子，還可以大幅 減少遺產稅和贈與
稅。除此之外，最省稅的方法就是寫孩子的名字
，但未成年人沒有簽字權，必須代為辦理。如果
寫了父母兩人的名字，那麼繼承要比贈與少繳
稅。
一、買房時寫了誰的名？

父母在美國買房，
通常有三種做法：
1. 只寫孩子的名字

直接寫孩子
名，就不牽涉遺產
稅和贈與稅的問
題，自然最省稅。
但在美國，18歲以
下的未成年人無
權簽署任何法律
文書，只能由父母
或監護人代為辦
理，手續十分麻煩
，通常需要通過美
國專業律師操作。
2. 只寫父母的名
字

只寫父母的
名字，打算贈與孩

子或過世後再繼承給孩子。這種方式相對常見，
但繼承要比贈與繳稅更少，原因我們在後文會
詳述。在這裏舉例說明一下繼承，比如 現在以父
母名義買了 100萬美元的房子，三十年後去世時
由孩子繼承。當孩子想要賣房時，要繳的資本利
得稅需要以去世那天的房屋價值作為基數。假
設去世那天 的房子價值 150萬美元，後又以 150
萬美元的價格賣掉房子，那收益為零，不需要繳
任何稅。

3. 同時寫父母和孩子的名字
這種稱為聯合持有物業，父母去世後，孩子

繼承房產的權利要高于其他任何親屬或債權人
。比如買的是 100萬美元的房子，房契上有孩子
的名字，在美國就被認 為是贈予孩子一半產權，
孩子的計稅基數為 100萬的一半，即50萬。三十
年後父母去世，屬於父母的一半由孩子繼承，假
設當時房屋價值變成 150萬，那繼承 這部分的
計稅基數為父母去世當天房屋價值的一半，即
75萬。再加上原先孩子受
贈一半的計稅基數50萬，
總計稅基數為 125 萬。如
果這時以 150萬的價格賣
房。資 本 所 得 是 150
萬-125 萬= 25 萬，需要為
這 25 萬繳稅。所以，可以
發現，聯合產權是增加了
孩子的納稅負擔。
此外，聯合產權方式還有
一些風險和負擔：

如果未來某天急需
用錢，需要賣房，而孩子
不同意的話，父母沒有任
何辦法；

如果孩子先去世，那
麼就變成孩子的合法繼
承人與父母共同持有房
產，這個合法繼承人不見

得是父母希望的人選；
如果孩子先去世，孩子的債權人就由父母

來處理；
如果孩子申請破產，儘管父母擁有一半產

權，房子仍可能被強制賣出；
如果房價超過2.6萬美元，父母需申報聯邦

贈與稅。
所以，這是最不推薦的一種方式。(取材網

路)

在與你的高爾夫球友、牌友或老
同學一起購買一棟度假屋前，你有很
多的細節需要協商，比如該怎麼籌集
購買資金、參與者分別如何支付以及
度假時段如何劃分等，而最重要的是，
必須事先解决好“一方如果想要撤資
退出”時的情况。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這些事前

協商是很重要的，會避免可能出現的
爭端，以至于把朋友變成仇家。

律師米勒 2006 年與老友合夥在
加州多靈頓花費 51 萬美元買了一棟
度假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雙方
起草了一份“股權協議”。他表示，雖然
兩個家庭一起度假已超過30年，但為
了不引發爭議，他還是做好了事前的

法律準備。
在協議中，雙

方規定了每月和每
年各種費用的支付
，如財產稅、保險、
公用事業賬單和維
修等。每年初兩位
老友會先寫一張支
票預支度假屋的費
用，到了年底再一
起對賬，以確定本
年度的實際花費，
然後一起預計來年
的支付。

這份“股權協

議”還詳述了如何處理“如果
一個人想撤資退出”的情况：
對方可以一種方式來終止合
作，或出售房子或以合理市
場價值購買另一方的股份。

對此，米勒表示，不管關
係有多親密，事情都會有改
變，而“股權協議”會避免發
生分歧和矛盾。

目前度假屋的買家經常
使用現金儲備或他們主要居
住地的股權。據全國房地產
經紀人協會統計，2015 年現
金購買度假屋的人數占38%
，高于 2014年 的 30%，原因是支付現
金簡化了交易流程。而如果合夥貸款
購買度假屋，則需要購買者都需要符
合貸款資格，而任何一方不良的信用
記錄都會影響整體的貸款能 力。

度假住宅通常都會以有限責任公
司的形式購買，這就提供的靈活的合
夥股權持有關係和稅收，另外，這種股
權結構也可以作為一個共同租賃形式

。但紐約北方 信托財富管理集團總經
理沃爾塔吉奧（John Voltaggio）認為，
不管什麼形式的合夥，最好都要簽一
份類似婚前協議的書面文件，詳細說
明如何共同管理和維護物業。如果您
正想與朋友或親戚買一棟 度假屋，要
注意以下幾點：
1、保持冷靜。將其作為一項商業交易
來考慮，與對方協商好各個方面的所
有權使用和費用問題，並把它記錄下

來。
2、定好退出方案。設定好“一方如果想
要撤資退出”時，如何解决的方法。如
在物業的經營協議中寫入一個購買出
售協議或繼承計劃等。
3、儘量不要出租。出租度假屋會引發
一系列的問題，可能會破壞合夥人之
間的關係。如果你無需靠租金來支付
物業費用，最好不要租出。(取材網路)

如何與朋友合夥購買度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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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蔣介石逝世後棺材內爲何要放四本書？
历史前进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

重乌云。刚刚舒口气的蒋介石又

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

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

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

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

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 2月 21日，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导致了后来中美建

交；1972年 9月 25日至 29日，日

本总理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

日邦交正常化；接着，在数月之

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与台湾绝交。

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

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纷纷下

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

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

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他困窘、

惶惑、气愤、伤感，各种情感杂

处胸中。他吃不安、寝不宁，不

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

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

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

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

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

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

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

考验。”空洞的说教，毫无内容

的陈词，除了让人感到蒋介石内

心的恐惧与空虚外，还能起到什

么作用呢？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只

要没有内溃，仍可在这孤岛上苟

延残喘。这时，政权方面，蒋介

石年事已高，蒋经国势力已大，

现在交接，已是顺理成章。

蒋经国此时已任行政院副院

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但毕

竟要像神像供着，有时也不宜喧

宾夺主。

如长此下去，老蒋一旦过世，

麻烦就大了。蒋介石考虑到这些，

就想趁自己在世时，让儿子名正

言顺地当上“行政院长”，为将

来接替总统职位打下基础。

严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觉让

贤。1972年5月，第五届“国大”

召开，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严家淦即递上辞职书，蒋介石当

即批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

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

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

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老蒋之心，立法院早已洞

悉。6 天之后，立法院以 381 票

的最高票，将蒋经国顺利地推上

了“行政院长”的宝座，蒋介石

忧虑的心才有了一丝宁静。

然而，蒋介石对台岛的未来并

不乐观，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要置于

共产党的管辖之下，因此，整天忧

心忡忡，处于极度苦闷之中，国际

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

确实如当头一棒，一下子击倒了这

个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

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还在 1972年 3月，蒋介石就

做了前列腺手术，并由此转为慢

性前列腺炎。蒋经国就任“行政

院长”的第二个月，即 1972年 7

月，蒋介石先患感冒，而后引起

肺炎，于是进入荣民总医院，在

这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从

此，蒋介石的健康便每况愈下。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

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

双十节，他又照例发表国庆文告。

在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反

共的态度决不改变，仍然是那些早

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

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

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

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

路。”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

的，除了表示他反共的决心外，主

要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他

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介石住院期间，对外高度

保密。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

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

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

准备时间。1973年 7月，他第四

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

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

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没有

暗中引退。

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病情一度

好转，他每天可以在花园散步，

并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形势，

似乎十分轻松与愉快。

但到年底，台湾发生流行性

感冒，蒋介石偶感风寒，再度患

感冒而转为肺炎，这次病得十分

厉害，身体虚弱到了十分严重的

程度。由于蒋介石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而长期服用抗生素，所以此

次肺炎很难治愈。

1975 年 1 月 9 日，蒋介石在

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

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

不时发烧。

3 月 29 日，蒋介石病情转

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

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

可能治愈了。于是，他让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

笔和纸。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

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

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

朱俊贤等签字。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

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

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

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

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

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

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

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

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

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

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

国为共同之目标。

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

志、同胞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

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

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

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

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

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

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

九日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

会儿气，又说：“我死后，将灵

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

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

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

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

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

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

的剡溪，如一幅幅立体画面，在

蒋介石眼前出现，老人的眼睛有

些湿润了。

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

化，他腹部感觉不适，泌尿系统

失灵，医疗小组认为心脏功能不

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

少 量 利 尿 剂 ， 不 久 便 排 出

500CC。下午4点，小睡片刻。

晚 8 点 1 刻，蒋介石病情进

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

当即施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

并注射药物急救，约一两分钟

后，心脏呼吸恢复正常，但四五

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便再

施行上述方法，然而效果已不佳。

此时，呼吸不能恢复，血压

也不能测出，只能使用电击，促

使心跳。

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电

交加，大雨倾盆，如此恶劣的天

气，更增加人们的焦虑。草山别

墅中的蒋介石在狂风暴雨声中已

是人命危浅，奄奄待毙。

延至晚 11 点 50 分，蒋介石

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

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

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蒋介石

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

然长逝，终年89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

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

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

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国

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

日内，约有250万人来瞻仰。

屏蔽此推广内容 16 日 8 点 5

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

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

着青天白日旗。

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

所得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还有

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

义》、《唐诗三百首》、《圣经》、

《荒漠甘泉》。仪式后，依照蒋

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

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

的“慈湖”。

正如蒋介石所说，慈湖山明

水秀，与他老家奉化的溪口实有

相似之处。但这里毕竟不是溪口，

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

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

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

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曾与

蒋经国一起登上飞凤山顶，极目

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

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

灵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但中

共多次声明，实现祖国统一后，

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

安葬在他的故乡或紫金山。

海峡两岸共庆统一的时候，

蒋介石一定会长眠在他所留恋的

故土。

蒋介石离世

1975年 4月，杭州西湖春花

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

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

这里已经两个月了。

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

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

寓所去世。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

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出乎

大家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显

示出高兴的神情，而是一脸凝重

地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没人能够了解毛泽东此时的

复杂心情。

的确，蒋介石和毛泽东曾是

一对“老冤家”。从1927年开始，

这两位20世纪不可或缺的重量级

政治人物，缠斗了大半辈子。但到

了 1970年代，他们都步入晚年时

期。当年的恩怨情仇已渐渐淡化。

在蒋介石这边，出现了越来

越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多次公开

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

1967 年 9 月 7 日，蒋介石在

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

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

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

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

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

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

种幻想而已。

毛泽东则早已超然以“老朋

友”呼蒋。1972年 2月 21日，毛

泽东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

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

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

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

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

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

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

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

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

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

‘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

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

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

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

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

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 10

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

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

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

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

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

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

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

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

但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

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

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

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

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

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陈立夫和谈心切，没等共产党

回音，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

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

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

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

“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

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

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泽东给予了积极反应。他

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

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

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

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

赦了全国在押的 293 名战争罪

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

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

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

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

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

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可是，没有等到和谈正式启

动，蒋介石就永远地走了。他临

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

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

据未被证实的消息源称，毛

泽东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

人的追悼仪式。说那天，毛泽东

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

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

演唱录音放了一天。

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

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

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

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

“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

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

词听唱来消愁。

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

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

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

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

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

变成了生离死别。毛泽东向蒋介

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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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的时候，大家都宠爱

小鲜肉，因为衣服穿得少啊,不过

呢，小鲜肉并不是永恒的，暖男

才是抚慰少女心的必备良药。他

们会像太阳一样融化我们的心，

虽然真的有点热就是了……

暖男很愿意和你进行情感交

流

为什么女生需要闺蜜？因为

家里那位男朋友没法随时进行深

入交流啊→_→ 许多男生没有这

个功能，可能因为是直肠子，也

可能是不想被别人看透内心（谜

之自尊？）、显得自己很脆弱。

而且，对于一般男生来说，他们

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默默爱你，

然而女生就是很需要情感交流啊!

暖男就没有这种问题，他们

的情感通常都比较细腻（不细腻

怎么能发现别人需要暖啊），愿

意和你分享每一天的感受，互相

倾诉粘粘腻腻。所以呢，你们不

太可能发生冷战，相反你们更愿

意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有的男

生觉得这没什么，其实对女生而

言交流真的很重要呢。

因为细水长流少了轰轰烈烈

如果你是一个激情满满、渴

望爱情是轰轰烈烈的人，那暖男

可能有点不适合你。因为和他们

在一起，日子就会和午后的阳光

一样温和平静，时间长了你会觉

得有点闷。翻译一下，暖男适合

拿来托付终身，而不适合拿来当

情人。

因为超级细腻，暖男很会关

心另一半的感受，却通常不会有

太多的冒险精神。他们就像一碗

热汤，在你饥寒交迫或者内心空

虚的时候，可以让你瞬间恢复元

气。然而，当你百无聊赖需要刺

激的时候，他们还是那碗热汤，

偏偏这时候你需要的是酒……

他们会仔细观察了解另一半

和暖男谈恋爱，时间一长

了，你会发现好像他比你更了解

自己。你来大姨妈之前会怎样，

生气的时候要吃什么才会平复，

你紧张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他

都会记得一清二楚。甚至，在你

挖鼻孔的时候，他会默默递上一

根棉签……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暖男通

常是一种浪漫分不及格的存在。

他会在下雨的时候，走好长的路

来给你送伞，却不懂得在伞里面

藏点花瓣；和你逛街，他会主动掏

出信用卡帮你刷，却不懂得帮你

准备一样你想念很久的礼物。很

多人都以为暖男很会触动女生的

内心，但实际上，他们是依靠无

微不至的关怀来打动人的，而不

是在那一瞬间制造浪漫或惊喜。

他有十八般武艺遇到事情找

他就对了

不是说他真的很会打架，而

是他似乎什么都可以修得好。因

为懂得照顾、体贴人，加上足够

细心，生活上的许多小问题都难

不倒他们。电脑坏了，他们不会

叫你重启试试，而会帮你好好检

查出了什么问题；灯泡坏了，水

管漏了，厕所堵了，蟑螂来了，

让他们上场就对了。

也是因为如此，暖男通常

都有成为中央空调的潜质，他

们和小鲜肉一样都是抢手货，

身边的异性很容易不自觉地接

近他，而暖男通常是不懂得拒

绝的性格。与这样的好好先生

谈恋爱，某些时候还是会没有

安全感的……

别弄错了暖男可不是软糯男

嗯，有些暖男确实不太懂得

拒绝别人，不过你若认为暖男是

那种对女生毫无办法、唯唯诺诺

的人，那你就错了。暖男不是软

糯男，他们身上没什么严重的大

男子主义，然而还是有自己的坚

持与想法。小事可以随你意，大

事可以做决定。

如何识别暖男和软糯男？最

简单的就是看他们面对困难的态

度。暖男可能嘴巴上不会说什

么，默默的把事情做好，还不向

别人邀功；软糯男则会遇事逃

避、怨声载道，到处找人帮忙，

然后把功劳说成是自己的。

暖男强大起来会变得坚不可

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脸皮薄

的男生交往过？好像一不小心就

会伤到他们脆弱的小自尊，他们

有心事也不会随意透露，认为这

样会有损他的阳刚气质（谜之大

男子主义）。在这类人眼里，暖

男是“不像男人的存在”，但事

实恰好相反——暖男的内心十分

强大，他们的自信足以让他们不

拘泥于表面功夫、做好自己。真

正的男子汉气概，才不是用嘴巴

说呢的。

暖男的坚不可摧，还体现在

身材上（胖胖的，戳肚子玩嘿嘿

嘿嘿）。正所谓至柔才是至刚，

暖男的身材最好玩了，不高兴的

时候就把他当沙包来使用吧~ 记

得轻点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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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被王宝

强离婚刷屏了，大家纷纷发表自

己的意见。有同情安慰宝强的，

有谴责其妻马蓉的，也有声讨其

经纪人宋喆的，更有许多围观看

热闹，静待真相的。那么，蔚蓝

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说实话，其实从头至尾我都

不太看好王宝强的这段婚姻。之

所以不看好这段婚姻，并非是因

为王宝强不够好，也不是因为王

宝强或者马蓉配不上对方。而是

从婚姻的长远发展来看，王宝强

身上缺少一种，与娇妻马蓉平淡

相处的气场。而这种气场的缺失，

恰恰是因为王宝强身上与其事业

和婚姻不匹配的单纯与善良。

是的，单纯善良，本是好事，

也是我们当今社会人性中，最为

宝贵的东西，这也是大家喜欢王

宝强最根本的原因。但遗憾的

是，现实婚姻并非能容得下他的

单纯与善良，他那发誓要一辈子

厮守的妻子马蓉，并不一定就能

信守“单纯善良就是一辈子的幸

福”。

2008年 2月底接受媒体采访

时，单纯的王宝强，难掩内心的

幸福喜悦，透露出女友的身份。

此语一出，完全打乱了经纪公司

的阵脚，不得不说从这一刻起，

就暴露出了王宝强在处理个人情

感方面的先天不足。然后就是频

频在公众场合下秀恩爱，多次在

媒体坦言，自己是没有任何私房

钱的，而且钱全都是交给其妻马

蓉在管。更为糟糕的是，据说其

经纪人宋喆和其妻马蓉，原来就

是大学同学兼情侣，当年马蓉嫁

给王宝强，也与宋喆不无关系。

并且最终形成了，马和宋一个人

管王宝强的家，另一个人管王宝

强的工作。如此情节大概只有电

视剧中才有，而王宝强却可以善

良单纯得睁眼不顾。

许多人都喜欢把婚姻积极简

单地看成是，两个相爱的人情投

意合和心甘情愿地相守。所以，

他们认为“少点套路，多点真诚”

就好，只要君心似我心，你浓我

浓就好，婚姻中缺乏对两主体个

体差异的认同，未能更加长远地

看待婚姻的发展走向。常常是前

面甜如蜜，后面薄如冰。

在这里，我并不想像许多媒

体所言的那样，大胆猜测马蓉嫁

给王宝强，当初就是马与宋设下

的局。说实话，我仍然愿意相

信，当初王宝强和马蓉的相识相

爱，是真实的，他们之间是有过

甜蜜的，否则不至于可以维持这

么久，也不至于生下两个孩子。

所以，我更愿意动态地看待

王宝强的婚姻。不管是因为什么

原因相爱，但他们之间不是没有

过爱情。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两人都慢慢发生了变

化，早先的激情没有了，面对的

是婚姻生活的平淡，和各自隐藏

着的本性。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需要在

婚姻之外，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忙

事业，他无暇去陪伴家中娇妻，

也也无精力去承担家中更多的具

体事务，所以他在无意冷落妻子

的同时，企图通过让其掌握家中

财权，回来时对其更加多一些温

存，来弥补自己对婚姻贡献的不

足。这种方式是单纯善良式的，

然而却又是简单低级的。因为他

忽视了人性，忽视了婚姻的陪伴

与沟通，总以为我对你好，你就

一定会对我好，我信任你，你就

一定值得我对你的信任。而忽略

了，其实婚姻中的每个人，其身

上都是有惰性的，都是有欲望

的，并且是极度自私的。这就好

比是一家企业的老板，他只知道

一味地通过给员工发奖金涨工

资，去简单善良地激励员工好好

工作，而从来不知道从制度和人

员管理上进行强化。结果不但花

了钱，而且惯坏了员工，让员工

觉的你没有原则和威严，是一个

傻帽老板。

所以，王宝强的离婚，无论

最终过错方是否是其妻马蓉，但

王宝强身上一定存在着管理不力

的责任。哪怕促使他犯错的原

因，是因为他的单纯与善良。但

现实就是如此，懒惰无原则地善

良，同样可以成为婚姻的杀手。

当然，王宝强这段失败的婚

姻，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去借

鉴，并且吸引经验教训。那就是：

TA和你能结婚走到一起，其实大

多数都是带着相当的善良和憧憬

的，只是时间在变，环境在变，

你也在变，所有的一切都在推着

TA在变，如果你们之间的交流沟

通不到位，你再好的善良，再美

的单纯，都不容易被 TA 读懂，

都有可能被 TA 误解，甚至被作

为软弱和傻乎乎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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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臥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I/房地產專日/161015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導讀：隨著美國近年房租飆漲與貸款利率下跌，不少租
屋族開始考慮解除租屋契約，買棟自己的房子。然而，對于美
國租屋提前解約的規定及注意事項，你真的都清楚瞭解嗎？

首先，大部分房東對于提早解除租約都抱持開放態度，只要
付清違約金，房客可自由選擇租約結束時間。常見的解除租約動
機有搬家、工作轉職等狀況，但房客決定要買房也不算少見。

然而，提前解約的罰款及因應措施，會因各州法律
或是房東個人習慣有所不同。Princeton Properties于新
英格蘭州擁有高達500戶房產，其市場總監莎拉•格林
就認為可視個案情況彈性處理。然而位于北卡羅來納州
夏洛特市的Crescent Communities因房產數目少，因此
在毀約政策上就相對嚴格。“基本上，我們願意尊重房客
意願，但同時也希望保障自身權益。”社區經理戴倫•皮
爾斯提到。

除了社區規模，社區的空屋率也會影響社區經理對
提前解約的處理方式。一般來說，若空屋率低，社區經理
通常會收取一筆小額賠償金並同意提前解約。但若事情
不盡人意，則需依照合約規範進行。也許你不想與社區
經理打交道，打算連夜搬出，省得夜長夢多。然而美國法
律規定，房屋所有人有權向房客追討剩餘月份之租金、
額外賠償費、清潔費及房屋修繕費，甚至沒收押金。

關于支付剩餘月份租金，舊房客之責任終止于新房
客入住。舉例而言，若你提前解約，社區負責人在一個月

之內找到了接替房客，你只需要賠償一個月的租金。若房子花了
兩個月才租出，則你必須負擔兩個月房租。根據消費者法律資訊
網站Nolo.com，房東及社區管理者必須主動“降低損失”。意思是
他們不能被動等待新房客上門，並要求舊房客全額賠償。他們有
義務積極招攬房客並儘快將房屋租出。然而，並非所有社區管理
者都具備專業法律知識，許多管理者在處理提前解約問題時，會

扣留舊房客押金並要求他們全
額支付剩餘月份租金。因此，當
你遇到提前解約狀況時，應該
要具備賠償一至二個月房租的
心理準備。但若最後高于此費

用，即需要確認詳細狀況並且衡量是否遇到不瞭解相關法條的
社區管理者，進而尋求法律協助。

如果你想解除租約搬進新居，最好與房東商討。
或許，你自認為運氣很好，儘管未提前通知即遷出，仍未受

到房東追討剩餘款項。千萬不要高興得太早，即有可能房東直接
將債務轉由信用公司處理，此筆不良記錄，未來有可能影響你申
請房貸。不具名的租屋經紀人表示：“不告而別絕對會斷了你的
後路。當你需要申請貸款時，銀行會要求我們提供你過去的信用
記錄，此時，我們將會據實呈報你過去的不良記錄。”因此，還是
建議誠實的告知房東，並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此外，違約費用中會有一筆重新招租費，包含了清潔、整修、
招屋宣傳及營銷。這筆費用會根據房租剩餘月份來衡量，剩餘月
份越多，費用越高。然而，一旦付清此筆費用，你和租賃方即銀貨
兩訖，互不相欠。有些住戶想省下這筆費用，選擇自行清潔及整
修房屋，但最終成果可能不符合社區管理公司的標準。因此，大
部分的社區管理公司仍會希望能由固定廠商來進行處理。

除了重新招租，還有另一種解決方案“轉租”。轉租意味著房
屋契約的承租人還是原房客，但他將房屋第二手轉租給其他人。
轉租看似為變通之道但卻有極高風險。第一，轉租人並未經過背
景審查，個人信用及犯罪記錄都有潛在危險。第二，若轉租人毀
損房屋，因契約乙方仍是挂著原房客的名字，因此租屋公司有權
向原房客求償。此責任歸屬關係導致大多數房東都不願意接受
此方案，還是希望能重新尋找合適的房客。(文章來源：網絡)

租屋提前解約之注意事項

選對新房建築商是建造夢想房屋的第一
步，以下這 15個問題可以幫助你面試並選擇出
最適合的廠商，也能幫助你更加瞭解房屋建造
過程須注意的細節。

1. 請問您有多少年建造經驗？蓋過多少
棟房子？

2. 您本人或您的公司有建屋執照及保
險嗎？

3. 您和其他建造商最大的差異是？建案
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4. 房屋保固包含哪些項目？
5. 請問您能否提供過去合作客戶或是

樣板屋可以參考？若沒有，是否方便讓我預約
一個時間去參觀你目前正在建造的房屋？

6. 你的房屋有能源節約的設計嗎？
7. 你的房屋有什麼標準配備？我是否可

以自由選擇更改或是升級部分設備？
8. 誰會負責監工？如果建造過程中我有

疑問，我應該聯絡誰？
9. 建造過程開始前或進行中，我如果

想要修改房屋配置或設計，該如何及何時提
出？

10. 在房間及空間配置部分，除了從您
提出的樓面布置選項中挑選，我是否能自行
規劃？

11. 什麼時候會確定我房屋最終的建
造總價？

12. 建造過程中，我有權隨時去現場瞭
解建造進度嗎？

13. 房子完工需耗時多久？
14. 請問這個社區隸屬于社區委員會

或是建築審查委員會嗎？是否方便給我一份相
關委員會規定及規費明細？

15. 在房屋檢驗的部分，通常會怎麼進行
？大約在何時可進行總體驗收並進行最終調整
？

專家們認為，這 15個問題是幫助您為新居
選擇合適的建造商的好開始。

這 15個大方向是由建屋專家所提供並涵
蓋了房屋建造的基本面。當然，在建造過程中，
你可能會有更多想問的問題。千萬不要畏懼提
問，透明的雙向溝通，有助于你和建商瞭解彼

此的服務及需求。
最後，恭喜你邁出了客制化新居的第一步

，當你在尋找、購買、設計及建造新家過程中，
若有任何問題，可以善用New Home Source免
費及詳盡的線上資源。(文章來源：網絡)

選擇新房建築商
必問的15問題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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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討論EB-5項目被濫用弊端
強烈要求按需投資

﹝來源:僑報網﹞
4月13日，國會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為EB-5

投資移民項目舉行聽證會，主題為“EB-5 目標
就業區的扭曲：到停止濫用的時候了”（The Dis-
tortion of EB-5 Targeted Employment Areas:
Time to End the Abuse）。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和副主席帕特
裡克•萊希（Patrick Leahy）都希望迫在眉睫的投
資移民項目改革注重目標就業區（TEA）認定不
合理的問題，改變只讓一小部分地區受益的現
狀。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正、副主席羅伯特
•古德拉特（Robert Goodlatte）和約翰•康耶斯
（John Conyers）作為證人出現在聽證會上，也強
調了類似觀點。

兩個月前，參議院曾召開聽證會，重點討論
EB-5投資移民項目中的欺詐問題。這次明確以

“目標就業區”為主要話題的聽證會邀請的證人
既有重量級眾議員，也有 投資移民相關諮詢企
業、行業協會的代表。古德拉特、康耶斯和來自
內華達州的眾議員馬克•阿莫迪（Mark Amodei
）在作證時指出，EB-5 項目中的目標就業區正
在被濫用，使得EB-5吸引來的資金像裝上漏斗
一樣“漏”到富裕地區去。
格拉斯利和萊希稱，現在EB-5的目標就業區劃
分過份受利益驅動，而沒有考慮到不同地區的
需求，EB-5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應當是讓偏遠
、貧困的地區受益，讓這個項目的資金成為促進
這些地區發展的動力。

萊希更是言辭犀利地說，EB-5投資移民項
目讓參眾兩院司法委員會的4位正副主席聚在
一室，正說明改革的急迫性，如果EB-5項目不
好好改革，他不會再為這個項目延期投贊成票。

在聽證會上，不
止一名國會議員和其
他參與者指出，現行
的 EB-5 投資移民項
目中有關於“目標就
業區”的規定，以“高
失業率”或“偏遠地區
”為主要劃分標準，在
滿足標準的“目標就
業區”投資，最低金額
是 50 萬美元，而非目
標就業區則需要 100
萬美元的最低限額。
為了吸引投資，有些
繁華地區的投資移民項目就把項 目所在地的失
業率和周邊地區失業率進行“強行平均”，以達

到目標就業區
標準。EB-5投
資移民名額緊
張是近年來的
事情，之前移
民局一直在大
力 推 動 這 一
項 目，因此對

“目標就業區”
劃分認定的監
管不夠嚴格，
因此造成許多
中部需要投資
的地區吸引不
到投資、而類
似紐約曼哈頓
的富裕區域卻
成為“目標就

業區”吸引到 較多投資的荒謬結果。
不過，也有人不贊成“要讓投資移民項目的

資金流向偏遠地區”的說法。紐約州民主黨參議
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認為，這就像

“把麥子種到玉米地去”，不符合城市發展、資本
流通的規律。他提出，增加這一項目資金來源、
使用的透明性更為重要。
格 拉斯利和萊希曾共同起草一份關於EB-5項
目改革的提案，內容包括EB-5區域中心計劃延
期5年、把目標就業區等特殊地區的最低投資額
上調到80萬美元、每名EB-5申請者為“9.11基
金”交費1萬美元、創造的就業機會按直接就業
的1/10計算，等等。但是，這個提案在國會沒有
獲得通過。格拉斯利曾感歎“是我們自己讓自己
失敗”。

2015年底，國會辦公室宣佈EB-5項目按原
樣延期至2016年9月30日。如今，EB-5投資移
民項目在資金、名額、審查程序、區域中心和目
標就業區的具體規定等各方面飽受爭議，亟待
改革。

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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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就像投資者在
股市上一樣，購房
者和業主雙方都希
望知道哪些因素影
響房地產走趨。估
值越高，購買時機
越好？或者，房價開

始從峰值急劇下跌是出手的最佳時間？
8 月 30 日發布的標普(S&P)20 城房價指數

同比增長5.1%，相較5月的5.3%有所下跌，並且
是去年8月來同比增幅最低。

西北部房價還在飆升，不過其他地區已經

開始放緩。紐約和華盛頓在內的東北城市上漲
速度和通脹持平，波士頓則少于5%。

然而由于購買需求旺盛，美國房價增長速
度超過收入增長。這反映了房市的不平衡局面，
在未來數個月可能使銷售承壓。

西北房價的增速繼續在 2位數，波特蘭上
漲 12.6%，西雅圖上漲 11%，丹佛上漲 9.2%。上述

3 個城市是過去 5 個月
漲幅之首。

不過中西部情况不
一，克裏夫蘭和芝加哥
分別上漲 2.5%和 3.3%，
明尼阿波利斯上漲 5.1%
。

南部城市漲幅大一
些，達拉斯上漲8.9%，坦
帕上漲 7.9%，亞塔蘭大
上漲5.8%。

在此之前，全國地
產經紀商協會（Nation-
al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以下簡稱 NAR）發
布 數 據 顯 示，聖 何 西
（San Jose）成為全美房
價最貴的都市區，房價
中值為 108.5萬美元。

那麼，在房價不斷
上漲的今天，購房者如何在買房時處于不敗之
地呢？房地產網站Realtor.com整理總結了對房
價起作用的 8個指標。好好讀讀僑報網推薦的
這篇文章，或許對你買房有所幫助。

1. 油價

給車加滿油只
用 35 元，比原來的
50元少了不少，這感
覺當然很棒。不過，
對于購房者，這不算
好消息。因為油價的
下降會導致房價的
必然上漲，而且售出
速度更快。

研究表明，油價
每降 1 元，房價大致
上漲 4,000 元，同時
售出住房天數縮減
25天。

其原因是，較低
的油價會增加消費
者信心和潛在買家
的更多可支配收入。
此外，對于地產經紀
人可能在銷售上更

積極，更多地帶客
戶看房。

2. Trader
Joe’ s 和
Whole
Foods

當涉及到健康
飲食，精打細算的
美 食 市 場 Trader
Joe’s和昂貴的環保
意識超強的 Whole
Foods 都有自己的
大量的忠實消費者
。不過，說到與它們
兩個誰為鄰可讓住
房更為保值，需要
做一個更全面的瞭
解。

兩個美食超市
附近的房價顯著高

于全國平均，但RealtyTrac的數據顯示，Trader
Joe’s附近的住房比Whole Foods售價高5%。

同時，Trader Joe’s附近的住房升值更快，
從購房到出售平均增值 40%。Whole Foods 為
34%，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同。

3. 體育設施

步行可至大型運動場？得分！附近有球場的
住房顯然受體育迷們的青睞，但即使是普通的
購房者也會密切關注附近是否有大型體育設施
。

1英里以內設有體育設施的住房其售價增
長793元。研究顯示，四英里之外這一效果便消
失了。

個意想不到影響美國房價
上

油價

食品

體育設施

I/房地產專日/161018A繁 房地產現況 上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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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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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想不到影響美國房價
下

4. 大麻

大麻合法化被認為可對
各州稅收收入產生重大影響，
對人們的醫療需求或者單純
的娛樂都大有益處。有些人還
認為，大麻也可能推高房地產
價格。

大麻對住房的影響可從
兩個可合法銷售大麻的州科
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看出來。

在科羅拉多州，自 2014
年 1 月娛樂大麻開始銷量以
來，房價已升值 20.4%，高于
全國的 15.2%。自 2014 年 7 月
大麻合法化後，華盛頓州房價
已上升 7.3%，是該州房價年
增長最快的一年。

當然，很難說大麻合法化
是真正影響這些數字的主要
原因。畢竟，無論是丹佛還是
西雅圖，高科技企業的集中推
動就業市場發展的同時，也成
為住房市場快速上升的助燃
器。對于在科羅拉多州或華盛
頓州已擁有住房的美國人，將
有足夠的理由享受房市上升
所帶來的紅利。

5. 氣候變化

全球變暖不僅對自然有
影響，還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
活和住房。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研究了過去四年裏房價和溫
度變化的關係，發現溫度上升
和住房價格呈負相關。

在所研究的 82個房地產
市場中，那些房價上漲最高的

地區通常溫度小幅上漲（最高
2華氏度）。例如，在佐治亞州
亞特蘭大，溫度每升高 1 度，
房價上漲78%。但溫度上升超
過3度的房地產市場，如阿肯
色州小石城，則沒有出現顯著
的價格漲勢。

6. 賭場

拉斯維加斯傳奇的成功
故事告訴人們賭場可給貧瘠
的沙漠帶來瘋狂般的繁榮。不
過，這個“罪惡之城”只是美國
難以想像的反常現象，其中房
地產估值發現最為突出。事實
是，根據各類研究，全國各地
的賭場通常對周圍的房價產
生2至 10%的負面影響。

有關內華達州亨德森的
研究表明，距賭場一英里範圍
內的房價下降9,200元。

7. 高速公路

居住在靠近高速公路的
地方是個好主意嗎？是，也不
是。這完全取决于離距高速公
路到底有多遠。

一項針對“迷信公路”
（Superstition Freeway）60 號
公路沿線亞利桑州那梅薩和
吉爾伯特兩個城市的研究表
明，高速公路對距離 0.5 英里
內的住宅產生負面影響。只不
過這一負面影響更多地被周
邊地區房價的上升所抵消。

研究顯示，距離高速公路
5 英里之內的住房平均售價
漲幅比整個大都市地區高。因
此，儘管你可能不希望在一個
出口匝道附近購買住房，不過
便于進出高速絕對是一個強
大的賣點。

8. 道路兩邊的樹
木

大家都知道，高大古老的
樹木會給社區增添魅力，並很
可能是昂貴住房的一個標志。
最近一項研究發現，街上有樹
木的房子比無樹的價格平均

貴 上 7,130
元。
（取材網路
）

林蔭夾道賭場

氣候變化

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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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犯罪增多美國會
關閉大門嗎？

﹝來源:僑報網﹞
美國公佈，2015 年近 20,000 非法

移民犯罪，但美國會就此關閉大門，嚴
防非法移民來美嗎？
近20,000移民被定罪

據福布斯新聞網報道，美國移民
與海關執法局（ICE）公佈，2015 年超
過19,700個非法移民犯罪，他們中196
人犯有殺人罪，216人被判綁架罪，614
人性犯罪，804人犯搶劫罪。而在過去

三年中犯罪的非法移民人數超過 86,
000人。
在非法移民犯罪數量上，加州和德州
遙遙領先其他各州。

批評人士認為，這與奧巴馬政府
的高度寬鬆的政策有關。
非法移民或將大規模被遣返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官
員計劃在5月和6月進行突擊，遣返那
些從中美洲非法來美並已用盡一切法

律權益的母親和孩
子。
據美國之音報道，
長達一個月的一系
列的突擊行動集中
在數百名已獲通知
必須離開美國的母
親和她們的孩子。
這一行動也將包括
那些在進入美國時

還未成年人，且
沒有監護人，但
之後已滿 18 歲
的非法移民。

奧 巴 馬 政
府突擊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動今年
一月激增，遣返對象集中在收到遞
解出境命令但仍留在美國的中美
洲移民。

分析人士認為突擊遣返行動
激增與中美洲與幫派暴力有關的
事件大幅上升有關，以及人們試圖
與已經在美國的家人團聚的努力
有關。
美國邊境巡邏隊報告1月至3月期
間非法入境人數減少。
奧巴馬：抵禦非法移民 無法改變問
題

奧巴馬指出，隨著科技和互聯
網的發展，全球聯繫已越來越緊密

，即使建立圍牆，抵禦非法移民，也無
法改變問題。

據 8 頻道新聞及時事節目報道，
奧巴馬在新澤西州一所大學的畢業典
禮上說，孤立回教徒或禁止他
們入境，不僅違背美國的價值
觀，也會使美國同並肩對抗極
端主義的夥伴疏遠；而建立圍
牆，並將美國面臨的種種挑戰，
歸咎于移民，也和美國作為文
化大熔爐的特色，背道而馳。
此外，美國的發展和創新，一直
有賴於美國有能力吸引世界各
地的人才，因此，將問題矛頭指
向移民，是矛盾的說法。

較早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
普主張，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建圍
牆，抵禦非法移民，並禁止回教徒入境
。

醫療失誤是美國第3大致死因素
【來源:信息時報】

研究顯示，在2013年，至少有25萬美國人不是死於疾病，而是在
尋求治療的時候因為醫院或者醫生的過錯導致死亡。

信息時報綜合報道 據美國媒體5日報道稱，在《英國醫學期刊》
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醫療失誤是美國第三大致死因素，僅次於心臟
病和癌症。領導這項研究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 授馬凱瑞和丹尼
爾說，由於醫療失誤通常都不列入死亡證書記錄下來，因此要讓這個
國家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辦法就是現在開始統計。

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
據報道，在《英國醫學期刊》3日發表的這份報告指出，在2013年

因為疾病或受傷入院的美國人當中，有至少25萬人死於可預防的醫
療失誤，超過中風與阿爾茨海默氏症患者死亡人數的總和，僅次於

“頭號殺手”癌症和心臟疾病。
據悉，美國每年約有120萬人死於心臟疾病或癌症，兩者的奪命

人數幾乎各占一半。
研究人員表示，如果把療養院與診所的醫療失誤計算在內，美國

可預防的醫療事故死亡人數則更多。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馬凱
瑞說：“這些人不是死於細菌感 染或心臟動脈硬化，他們是因為溝通
不足、醫療體系漏洞、錯誤診斷或用藥過量而死亡。”早前另一個研究
報告估計，美國每年因醫療失誤死亡人數介於25萬至 44萬人之間。

發展中國家或更嚴重
“我們國家的衛生統計列出美國每年最常見

的死因，它為我們的研究經費優先和公共衛生運
動提供信息。”馬凱瑞和丹尼爾分析 2000 年到
2008年記錄醫療死亡數據的四份研究報告，其中
包括美國衛生部總監察辦公室和醫療研究與質量
署的一份報告，最後得出這一數字。

然而由於缺乏相關記錄，研究人員無法掌握
死於手術失誤、錯誤用藥或電腦失誤的確切病人
人數。

馬凱瑞教授表示，集合這些因素構成了美國
的第三大致死因素，也是威脅全球人類生命但最
被忽略的“流行病”之一。多數富裕的發達國家都
面臨同美國嚴重程度相當的醫療事故致死問題。
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一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來源:中國日報】
佛州柳橙銷量已經歷連續5季下滑，是一個

世紀來最糟糕的時候。幾十年來，柳橙汁被美國
人當作早餐必備飲料。幾乎每個穀物類廣告中，
都有這種果汁，才可以算作一份「完整早餐」。但
現在美國人開始遠離柳橙汁。

據「商業內幕」報導，由於越來越多美國人開
始質疑柳橙汁的營養價值，柳橙汁的銷量近年來

大減。
「商業內幕」的 Erin Brodwin 在本月早些時

候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從營養方面看，柳橙汁不
比一杯汽水或任何甜味飲料更好。

Brodwin寫道，一杯12盎司的柳橙汁含153
卡路里、34克碳水化合物、27克糖和2.4克蛋白
質，柳橙汁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含量，和一包
M&M巧克力豆差不多。

這也是近
年來，營養學
家和健康博主
們開始反對柳
橙汁的原因。

根據尼爾
森的數據，在
過去四年中，
這種果汁的銷
量下降了13%。
冷凍柳橙汁銷
售下滑幅度最
大，從 2012 年
已大減39%，至
9800 萬 美 元。
同一時期，冷

藏柳橙汁的銷售則降10%，至31億美元。
佛羅裡達州是美國最大的、為製作橙汁提供

橙子的生產地區
，根據彭博新聞，
佛州橙子銷量已
經經歷了連續 5
季的下滑，是一
個世紀以來最糟
糕的時候。

隨著種植者
減少，橙子加工
廠也被關閉。

另一方面，
在柳橙汁下跌的
同時，美國人早
餐消費其實在增
加。根據 NPD 集
團的數據，在未
來幾年中，早餐
消費量增長預計
將快於美國人口
，且越來越多的
美國人選擇外出
吃早餐。

此外，榨汁風的興起，使得美國人用各種冰
沙和果汁逐漸取代柳橙汁。

美國人幾十年早餐都喝它，但現在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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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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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有多慘？快沒錢
上館子了

【來源:鳳凰國際】
美國經濟現在有多慘淡？快沒錢“上館子”了。美國餐館銷售額

暴跌至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所謂“見微知著”，“下館子
”的火熱程度或許反映了整體經濟的低迷。

最新發佈的政府零售消費數據顯示——儘管發展有所減速，
但是消費者“下館子”（外出吃飯）支出或零售和食品服務銷售額
並沒有大幅減少，然而，一個更為準確的美國飯館實時銷售額指
標——美國餐館協會的“餐館表現指數”指標展示出一幅令人擔
憂的畫面。

根據美國餐館協會發佈的最新數據，8月
美國餐館銷售額暴跌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
水平。正如美國餐館協會指出得那樣，主要由
於同店銷售額和客流量減少，8月美國餐館協
會的餐館表現指數跌至100以下。據悉，這個
每月跟蹤美國餐館行業前景和健康狀況的綜

合 指 數
[0.39% ] 在
8 月 僅 為
99.6點，較
7 月 的
100.6 點下
滑了1%。

8 月
美國餐館
協會的餐
館表現指
數暴跌至
100以下

餐 館
經營者們
公 佈 了 8
月同店銷
售額和客
流量同時
減少的消
息，而 就
業數據也

出現了相應的減少。餐館表現指數旨在衡量餐館行業與100
點的穩定狀態相比的健康狀況。指數高於100點表明行業關
鍵指標都處於擴張期，而低於100點則意味著行業關鍵指標
都處於收縮期。

8月衡量同店銷售額、客流量、就業情況和資本開支這四
大行業指標目前的趨勢的現狀指數位於 98.6 點，較 7 月的
100.4點下滑了1.9%。8月讀數低於100點意味著現狀指數收
縮。

在連續三個月結果好壞不一後，餐館經營者們於8月公佈同
店銷售額下滑。僅 30%的餐館經營者公佈同
店銷售額同比增加，而有 53%公佈了銷售額
減少。在此前三個月，類似比例的餐館經營者
公佈了更高和更低的同店銷售額。

類似地，餐館經營者們公佈了 8 月客流
量淨減少。僅21%的餐館經營者表示今年8月
的客流量同比增加，而有 59%指出客流量同
比減少。8月時餐館經營者公佈客流量淨減少
的連續第四個月。

除了銷售額下滑外，近幾個月餐館經營
者們未來的展望也比較消沉。33%的餐館經營
者預期未來六個月銷售額將同比增加，較上
個月的30%有所上漲。18%的餐館經營者預期
它們未來六個月的銷售額將同比減少，且低
於上個月21%。

與此同時，餐館經營者們對整體經濟的
態度也沒那麼樂觀。僅 17%的餐館經營者表

示他們預期經濟狀況在未來六個月將有所改善，而29%的經營者
稱他們預期狀況將惡化。據瞭解，這已經是餐館經營者連續第十
個月對經濟作出悲觀預期。

然而傷痛並不會止於8月。根據納普跟蹤指數，9月休閒餐飲
同店銷售額減少了1.9%，客人數量減少4.2%，這表明了情況較7月
和8月進一步惡化。

正如美國銀行報道得那樣，納普將餐館行業銷售額銳減歸結
為人們的高價商品開支受到抑制，這令消費者們的現金從每日開
銷中節省出來，此外還有和總統競選有關的焦慮和擔憂。

開支減少的原因之一是食品價格通脹。9月納普跟蹤的休閒
飲食行業的平均銷售額漲了2.3%，這部分是因為定價問題，還有
可能和低收入人員外出就餐少，使得價格數據偏高。這就證實了
任何通脹趨勢不可能因銷售額減少迫使經營者們再次降價而持
續。

納普預期明年消費者將繼續分配資金購買高價位物品。儘管
納普預期選舉後企業開支有所增加，但是消費者焦慮仍可能因政
策觀點的極化而持續。

不管餐館食品趨勢承壓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它看起來都不會
消失，而且事實上還不斷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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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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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種最好的讓卡路里燃燒
的每日運動
【來源:走進美國】

什麼是最好的消耗卡路里的運動？有很多選擇，但是運動需要滿足你自身的需求，你要
喜歡，能堅持，並且運動要有效果。

每小時卡路里是一種衡量運動是否有效的很好的方式，Mayo Clinic，最近公佈了36種消
耗卡路里的最好運動。但是這裡的數字只是一個大約的數值，當然，消耗的卡路里越多，並
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選擇。這要取決於運動的你是否喜愛和堅持。

今天就幫你來細數其中的Top 10最好的消耗卡路里，還能每天都能做的運動！
1. 溜冰
每小時可消耗683卡路里。
2. 籃球
對於一個200磅的人來說，每小時可消耗728卡路里。
3. 奪旗橄欖球
每小時可消耗728卡路里。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運動，也不會發生危險的運動損傷。
4. 個人網球
每小時消耗728卡路里，是個令人精疲力盡的運動。
5. 跑步
以5-mph的速度，每小時可消耗755卡路里。需要注意的是，膝蓋可能會有所損傷，跑的既
快又要距離長。
6. 跑樓梯
每小時可消耗819卡路里
7. 自由泳
每小時可消耗892卡路里
8. 跆拳道
每小時可消耗937卡路里
9. 跳繩
每小時可消耗1074卡路里，最有效地燃燒卡路里的方式。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1031B 簡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A7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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