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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一些人陷入財務
困境，因負擔不起房屋貸款而出售房屋。果真
無法逆轉這一令人遺憾的決定嗎？

福克斯商業報導，加州房地產專家羅恩
•永利（Ron Wynn）表示，每月節省300-400
美元的額外費用，足以讓許多人在艱難時期
保留住房屋。

她建議，通過自律的消費方式和良好的
計劃，輕鬆克服財務困境。以下這15種方法可
能會幫助您留住自己的房子：

1.通過獲得房屋抵押的固定利率抵押貸
款，來整合高息債務，並還清高息信用卡債務
。

2.考慮房屋淨值信貸額度（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並僅按您使用的金額支付利
息。

3.考慮反向抵押貸款。
4.整合您的電話、互聯網和電視服務，或

者完全放棄座機。
5.除非您絕對需要購買食物，住房和基本

需求的東西，否則請停止使用信用卡，僅支付

現金。
6.一次執行所有任務，避免

不必要的出行，從而減少汽油消
耗。盡可能購買最優惠的汽油。

7.購買最優惠的汽車保險服
務。另外，貨比三家，以獲取有關
健康保險和火災保險的最佳優
惠。

8.離開房間時關掉電燈，以
減少電費。

9.在假期休假時，建議與大家庭一起使用
“秘密聖誕老人”方法來整理禮物清單。也就
是，在聖誕期間，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換禮物。

10.在Smart＆Final, Sam’s Club或Costco
等地方批量購買食品，您可以在不花高價的
情況下獲得品牌商品的超值優惠。

11.將家庭服務從每周一次減少到每月兩
次，或者自己動手做事，而不是租人割草，打
掃衛生，洗車和遛狗等。

12.將院子改成抗旱和低維護性的植物，
這可能使您無需花匠就可以維護它。

13.減少額外的花銷，例如外出吃午餐，面
部護理，昂貴的理髮，看電影、看體育現場比
賽。

14.自己動手製作，包括兒童午餐，禮物和
萬聖節服裝。

15.請房客、室友或付費客人，分擔您的房
屋債務。

最後想想，如果您別無選擇，只能賣出房
屋的話，請嘗試遵循房地產買賣周期。沒有什
麼比被迫在低迷的市場上賣出房子，更令人
失望了。（文章來源：北美新聞）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200623_4分之1版_簡

你是否因疫情在美面臨養房危機你是否因疫情在美面臨養房危機？？
別擔心別擔心，，留住房子有高招留住房子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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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最終繳納的稅款超過其應繳稅額的原因之一是他
們根本不懂稅法，但誰能責怪他們呢？稅法有數十萬頁，是用
一種獨立的語言編寫的，如果你認為我是在開玩笑，那你真
的應該讀讀稅法。如果你認為在高中讀莎士比亞很難，你可
能想要遠離閱讀代碼，即使是像我這樣日復一日在國稅局法
規下工作的人，我有時也會發現，當我在稅法範圍內做研究
時，自己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

在某種程度上，它有點像《達芬奇密碼》，有一些不必要
的複雜措辭，有時似乎是為了迷惑你而設計的，事實上，我昨
天就遇到了這種事。當時我在處理一個客戶的案例，我試圖
找到一些策略來幫助一個房地產經紀人在不花一大筆錢的

情況下為他的退休賬戶提供資金，同時也為他所有的員工
提供資金。我閱讀了大約一個小時的各個代碼，其中一個引
用了下一個內容，有時還交叉引用了其他不相關的主題，當
我意識到，在試圖解碼稅務術語的過程中，我實際上忘記了
我最初想要回答的問題。

我分享我的故事，是想讓你知道，當你發現你不瞭解稅
收時，你不需要感到難過，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用很擔心，毫
不誇張地說，即使是一些稅務員也不瞭解稅收。以我為例，
我是一名注冊會計師，專門與房地產投資者打交道，所以我
可以說，當涉及到房地產投資者面臨的地雷和漏洞時，我是
相當精通的。像1031交換、租賃選擇、自我導向個人退休賬
戶、賣方融資，和房地產專業是我每天工作的內容。但要是
讓我幫一個製造業客戶報稅，我可能和其他人一樣無知，稅
收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它本身有很多專業，就像醫學領
域一樣，兒科醫生會在學校學習，然後通過實習醫生來學習
他需要知道的治療兒童的方法，一個心臟外科醫生花了很

多年去學習他需要知道的關于心臟功能的一切，這樣他就可
以在最緊急的情況下照顧你的心臟。

所以，讓我來問你，如果你有心臟問題，你會考慮去看牙
醫進行治療嗎？我不這麼認為，那麼，你為什麼要和一個不擅
長你的業務或房地產的報稅人一起工作呢？的確，稅收通常
不像心臟手術那樣關乎生死，但這關乎的是你的錢，你每天
努力工作掙來的錢。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和專業人士合作過，
那就確保你以後會這樣做，如果你從事醫療行業，你可以找
一位擅長與醫生合作的稅務顧問，如果你擁有一家製造公司
，那就找一個瞭解所有制造公司漏洞的人，如果你是房地產

投資者，你需要確保你的注冊會計師是精通房地產相關漏洞
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否找對了稅務顧問，這裏有一些提
示，可以幫助你輕鬆快速地找到合適的人。

1. 避免遇到呆頭呆腦的顧問。如果你的注冊會計師在你
開始談論房地產的時候看起來呆頭呆腦的，那麼你可能在和
錯的人一起工作。如果你發現自己年復一年地向注冊會計師
解釋你的房地產交易，那麼你可能選錯了顧問。是的，我們時
不時都會做一些創造性的房地產交易，但是你的注冊會計師
應該知道你所在行業的基本交易。

2. 你可以告訴你的注冊會計師關于稅收的新想法，也許
你只是參加了一個研討會，學到了一個你的稅務顧問還沒有
想到的前沿思想，但是如果你總是那個給你的注冊會計師帶
來想法的人，那麼你會覺得你是注冊會計師，那麼你可能沒
有和正確的人一起工作。

3. 你的稅務顧問應該是一個可以幫助你的人，不僅僅是
稅收方面。他們也應該能夠與你分享他們在市場上看到了什
麼、其他投資者在做什麼是成功的，或者其他人是如何成功
籌集資金的。你的注冊會計師應該能夠讓你利用他們的知識
和經驗來推動你的投資計劃。

稅收和財政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私人的話題，除
了要找一個和你一樣擅長與人共事的人，還要確保你能找到
一個你信任的人，和他在一起工作很舒服。你的顧問應該是
你的朋友，你需要能夠與他們進行坦誠的交流，以使你的關
係和財務狀況得到最大的價值。在尋找合適的稅務顧問時，
你有什麼經驗？你可以在評論區和我們一起分享。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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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的房地產投資尋找合適的稅務顧問為你的房地產投資尋找合適的稅務顧問

我們都知道有人在房地產市場上大賺特賺，但出于某種
原因，我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當我與滿懷希
望的投資者交談時，我會反復聽到同樣的理由，這些理由實
際上只是藉口，人們用來避免進入這個行業的藉口，這些理
由包括對未知的恐懼、對維護費用的擔憂、缺乏現金、不想在
凌晨2點修廁所等。你將處理一個壞掉的熱水器、或者暖通
空調壞了需要修理、或是漏水的屋頂、或者可能同時擁有這
三者問題。你的房客的狗會在你地毯的每一寸上撒尿，他們
的孩子會在你曾經完美的墻壁上塗色，這些都是投資者遲早
要面對的問題。

為了確保這些都不會讓你破產，在評估房產時需要考慮
這些費用。你要意識到，如果你致力于投資，你可能會在某個
時候做出糟糕的投資，或者你可能會遇到一些你從未預料到
的昂貴費用，你需要理解並接受這一點，你的投資生涯將會
更加愉快。如果你在通往金融自由的路上為這些不可避免的

問題做了計劃，並采取了適當的保護措施(儲蓄賬戶或信
用額度)，你就會更從容一些，雖然這些問題將是一個麻煩
，可能會影響你的投資，但沒有一個企業家是完全沒有風
險的。

缺乏現金可能是不投資的真正原因，然而，如果你經
常聽播客和閱讀有關房地產投資的文章，你會很快意識到
你甚至不需要使用自己的錢就可以投資，我知道當你第一
次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我在瞎說。

我真的相信，只有那些能夠接觸到大量資金的人，或
者那些擁有雄厚財力的朋友，才有可能開始投資，其實我
錯了，我可以愉快地告訴你，我是用別人的錢獲得了公平
的利潤。你完全可以用別人的錢作為首付款，甚至可以讓

賣家幫你融資，而不必通過通常的信用檢查和收入要求，雖
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但不要讓資金的缺乏阻止你進入這個行
業。

我經常聽到的最後一個藉口通常是關于修理廁所，或者
是在凌晨2點要給你的房客一份房子鑰匙的事情，因為他們
喝醉了把自己鎖在了外面。夥計們，事情不一定是這樣的，在
一年的時間裏，你可以為自己省下幾百美元，自己管理一處
房產，但這些事情發生的幾率很低，發生的頻率甚至更低，尤
其是如果你堅持定期維護，並在你的房產中安置優秀租戶的
話，這些問題一般是不會出現的。

如何開始投資房地產
如果你正在考慮我所說的每件事，甚至有點好奇，我建

議你采取一些行動步驟。

（1）第一步：擺脫債務
我說的不是你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我很少考慮那筆壞

賬，我說的是汽車貸款、大學貸款和信用卡債務，你需要付清
所有的錢，並開始存錢。你需要學習一些可以省錢的方法，盡
可能的讓自己擺脫債務問題，還能有一些應急儲蓄。

（2）第二步：學習，學習，再學習
你需要經常聽播客、讀幾本書、參加房地產網絡活動，你

可以找一位導師，參加一門課程。其中，你可以定期收聽大口
袋社區的播客，大口袋社區的播客內容直截了當、信息量大、
富有成效，通常還很有趣。至于書的選擇，你可以先看10本
房地產投資必讀書籍，然後再看別的投資書籍。你還可以穀
歌當地房地產投資者會議，去喝杯啤酒，讓自己沉浸在所有
的知識海洋中。

（3）第三步：出價
如果你不采取行動，這些都不重要，我並不是建議你跑

出去，以全價買下你看到的第一套房子，或者聽你認識的人
說“他們遇到了一個傢伙，他的岳父是一位房地產百萬富翁。
”我的建議是，把你從聽的播客、讀的書和所有在房地產行業
有經驗的新朋友那裏學到的東西都用上。做好功課，計算好
數字，給出一個適合你的報價，你可能會被拒絕一兩次(在最
終被接受之前，我有8次被拒絕)，但你可以通過每一次的評
估、分析和結果，你都會學到新的東西。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啟動房地產投資之旅的三個步驟啟動房地產投資之旅的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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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投資者在論壇和博客上可以得到很多關于投資的
建議。那裏有很多好的建議，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建議，我之
所以說新手不應該聽我的話，並不是因為我的建議不好(至
少我不希望如此)，我不能為別人制定戰略，因為每個人都是
不同的情況，你應該聽取每個人的意見，但沒有人能為你做
決定，你需要瞭解你的市場，並創建一個適合你需要的定制
策略。

早些時候，寶拉•普蘭特寫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內容是
關于你是否應該償還租賃房產的抵押貸款。這個建議很高明
，這取決于你的目標是什麼，這可能不是人們想要聽到的建
議，但它確實很簡單，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投資策略、不同的目
標、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人生階段，我的策略不應該是你的策
略。我一生都在做房地產，從2001年開始我就一直在做房地
產，從2001年開始有執照，買了三年多的房子，我爸爸從
1978年開始做房地產經紀人，我的處境與幾乎所有新手都大
不相同，就像大多數財大氣粗的博主一樣，我的策略對于一
個新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被模仿的，它可以是一個目標或靈
感，但不應該是初學者的策略。

1、每個市場都是不同的
我的策略不能被複製的最大原因是我的市場和

其他市場有很大的不同，每個城鎮的每個社區都是
不同的，包括租金不同、稅收不同、價格不同、房子也
不同。一個新手必須能夠識別和研究自己的市場和
社區的機會，除了可能是當地的專家外，其他人不能
做這件事，當地專家的問題是他們有不同的技能和
目標，那麼你和他們的選擇可能不是你策略的最好
選擇。

最近有很多關于價值3萬美元的房產討論，以及
它們是否值得投資。一個地方價值3萬美元的房產可
能與另一個地方價值3萬美元的房產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一套3萬美元的房產在一個地區可能會讓人頭
疼20年，但如果你三年前在我住的鎮上買了一套3
萬美元的房產，它現在就可能是一套10萬美元的房
產了，這就是為什麼瞭解你的市場如此重要的原因，
儘管我個人並不為升值而投資。

2、選擇單戶住宅還是多戶住宅，
A、B還是C？

在我所在的地區，我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單戶住宅，而且
現金流比多戶住宅更好，而其他市場則完全相反，你投資什
麼類型的房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所在的市場。我喜歡
B+的房子，他們吸引了很多租客，而且很少做維修工作，其他
投資者出于各種原因喜歡C或A類的房產。你的位置、金錢
和目標將有助于決定你買什麼樣的房子。

3、你的生活在哪裏？
你是準備退休投資還是在20歲才剛剛開始投資？這是

一個巨大的因素，這會決定你將如何積極投資和運用你的錢
。我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投資者，因為我很年輕，而且我有非常
激進的目標。

4、你有多少錢？

錢很重要，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做房地產經紀人、修
理工和炒房工，過著不錯的生活，我可以用20%的首付買到
出租房。如果你沒有太多的錢，你就不可能在首付20%的情
況下馬上購買多套房產、炒房和出租，如果你有很多錢，也許
用現金買房子更有意義。

5、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我有很大的目標，因為我想從生活中得到很多東西，另

一些人的目標不高，或者只是希望有足夠的收入退休，你的
財務目標對你的投資積極性有很大的影響。我想在2023年
之前買100套房子，有些人可能只想買5套，有些人可能想買
1000套。

6、你有家庭嗎？
家庭對你的投資方式有很大的影響，沒有家庭，你可能

會在十年裏搬十次家，買十套自己住的房子，這些房子可以
用來出租，這對一個家庭來說很難做到，有時一個家庭很難
買到一套投資性的房產。

7、你討厭你的工作還是喜歡它？
如果你熱愛你的工作，你可能只想涉足房地產投資，為

退休後掙點額外的錢。如果你討厭你的工作，你可能想要儘
快進入房地產行業，取得你的執照，並以此為職業。這將極大
地影響你如何投資和你如何積極地追求房地產。

8、你應該聽誰的？
你應該聽取每個人的意見，盡可能多地吸收信息，並利

用這些信息制定自己的策略。當我看到一些文章或論壇帖子
告訴新手該買什麼類型的房產，該怎麼買，該買多少時，我就
會退縮，當我看到一個新手問我這是不是一筆好交易時，我
就退縮了，除了買的人，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好買賣。幾周前有
一個關于導師的很棒的論壇帖子，許多指導者也參與進來，
普遍的共識是指導者應該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但永遠不要
做決定，這取決于學員根據他們所學的知識做出決定。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617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想要在美投資房產想要在美投資房產？？在此提醒所有新手在此提醒所有新手

大多數投資者一年只去見交易者(經銷商)兩次。
當獵人從野外回來時，他會小心翼翼地把雪橇停在一
個地方，這樣鎮上的人就可以看到車上所載的油布和
一些高檔皮草，在對店主的健康狀況進行了友好而廣
泛的詢問之後，捕獵者解釋了他的捕獲物是多麼的可
憐，他是多麼的羞愧，用如此劣質的皮毛來換取漂亮
的商店商品。雖然沒有口頭的提議，捕獵者慢慢地走
過商店，指著他覺得不值得的東西。

第二天，他重複這個過程，帶著他貧窮但有尊嚴
的家人，當孩子們張口結舌地看著糖果罐時，捕獵者
再次為自己缺乏捕獸技巧而感到惋惜，同時，他繼續
祝賀商人的貨物質量和多樣性，並指出，聰明的商人
應該得到他所享受的繁榮。在交易員和市民在場的情
況下，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被移除，然後，雙方開始談正
事，捕獵者再次指出他“太卑微，不配”，而雙方則保持
無言的記錄。隨著談判的進行，參與者對彼此變得更

加開放，展示出他們真正的需求和價值，經過耐心的
討論，雙方達成了協議，故意把一些事情留到以後再
調整。

在鎮上的最後一天，捕獵者順道拜訪了這家商店
，遺憾的是，他承認自己忘了帶一些必需品，比如火柴
和糖果，商人立即免費為他提供這些物品，正當這家
人準備再次離開文明世界時，獵人發現了幾件之前被
忽視的華麗毛皮，他把這些作為離別禮物送給商人。

這個故事有什麼意義？除了財務杠杆之外，還有
許多權力基礎，如果你想知道這如何適用于房地產，
讓我解釋一下，一切都是基于談判。我有個朋友用這
種方法以九折的價格買下了一家有180間客房的酒
店。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房地產投資者和房地產經紀人
(即經銷商)都認為他們對談判和房地產了如指掌，但
我和我的朋友更願意做一個卑微的捕獵者。（（文章來文章來
源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什麼是房地產投資談判什麼是房地產投資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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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是使你的資金多樣化的一種極好的方法，可
以通過自我導向的個人退休帳戶(SDIRA)來實現。其中有幾
個大的陷阱，投資者可能會屈服于導致稅收優惠的損失，或
導致你遭受巨額罰款和額外的稅收。雖然你在你的投資選擇
上有很大的自由，並且在一個自我導向的個人退休帳戶中，
你可以控制每天的實際投資過程，但是對于你如何投資這些
資金，還是有一些限制和規定的。此外，投資者可能會犯一些
錯誤，如果你要使用自我導向的個人退休帳戶投資房地產，
這裏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你考慮，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不要為了IRA的利益而投資
很多時候，投資者忘記了用自我導向個人退休帳戶進行

的投資，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或利潤。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投
資者需要記住，在你為退休分配資金之前，任何從自我導向
IRA投資中獲得的資金和利潤都是SDIRA的財產，這意味著
，在投資和個人退休帳戶的有效期內，你不能從個人退休帳
戶中提取任何利潤。

2. 不要觸及你的個人退休帳戶之外
的租金

當涉及到收取租賃物業的租金時，你可以很簡單地把錢
存到你的帳戶裏，然後開一張支票到你的個人退休帳戶上。
這種做法嚴重違反了IRA房地產投資的相關規定，重要的是
，從租金中收取的收入會直接進入個人退休帳戶中(或為個
人退休帳戶持有房產而建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IRA購買
的房產必須由IRA保管，這意味著所有的收入都應該存入
IRA的銀行帳戶，任何必須進行的維修或與房產相關的費用
都必須從IRA的基金中支付。

3. 不符合交易資格的個人
有許多個人被取消了與自我導向個人退休帳戶相關交

易的資格，當涉及到你的個人退休帳戶交易時，你要小心你
的交易對象。你不被允許與任何直系後代或直系祖先以及你

的配偶簽訂任何協議或交易，這包括把房子租給這些人
中的一個、從他們那裏買房子、甚至雇傭他們為你完成維
修和管理房子。此外，你被認為是一個不合格的人，當談
到你的自我導向IRA房產投資時，這意味著你不能做必要
的維護、清潔或維修工作。最好的辦法是聘請一家物業管
理公司來做這項工作，或者保留一些值得信賴的專業人
士的聯繫信息來處理個別工作。

4. 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滿足物業管理的
需要

由于要求所有與自我導向IRA持有的投資房產有關
的資金都要放在同一個帳戶裏，所以你必須做好準備。這
意味著如果你有與房產相關的意外支出，你必須從IRA投
資帳戶中支付，就像你必須把所有資金存入這個帳戶一
樣。如果你有緊急情況或需要緊急維修，你需要從個人退休
帳戶中直接拿錢來支付這些維修費用，在這個帳戶裏有一筆
緩衝資金，對于確保你的投資得到妥善的維護和核算是至關
重要的。

5. 通過IRA申請信用卡
如果你已經為你通過個人退休帳戶持有的投資性房地

產設立了有限責任公司，你要小心，不要選擇你將在郵件中
收到的眾多信用卡優惠中的任何一項。放款人很快就會向新
的企業主，包括創建有限責任公司的企業主，發出信貸要約
和申請，任何類型的信用卡由自導IRA或其有限責任公司持
有，甚至由自導IRA或其有限責任公司申請，都被視為個人
擔保，並被自導IRA投資規則禁止。

6. 維持有限責任公司的原有結構
當與多個IRA投資者構建LLC時，你需要確保你瞭解投

資的劃分。這些部門設立後將無法改變，這意味著如果一個
IRA投資者投資並擁有40%的有限責任公司，而另一個IRA
投資者投資並擁有60%的有限責任公司，這些百分比不能改

變。如果第一個個人退休帳戶的投資者決定從有限責任公司
轉出一部分錢回到個人退休帳戶，那麼另一個合夥人也必須
這樣做，而且要和他們的所有權成正比。

7. 硬通貨借貸的考慮因素
除了與自我導向IRA房地產投資相關的問題，你可能還

在考慮投資于硬通貨貸款。短期(通常是6到36個月)是大多
數硬通貨貸款堅持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可以避免你的個人退
休帳戶資金長期被占用。雖然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增加你
的個人退休帳戶的資金，但在為這些目的進行投資時，還應
注意其他事項。當你投資于硬通貨借貸時，使用托管人的服
務是很重要的，這確保了會有一個公正的一方來處理金錢和
細節。此外，你也不可以借錢給你的朋友、家人或你自己(或
你自己的公司)來遵守這些規定，遠離那些被禁止的人。

在將你的自導式個人退休帳戶基金投資于房地產時，最
重要的考慮是要記住，個人退休帳戶是一個單獨的機構，你
可以控制和投資這些基金，以努力增加個人退休帳戶的價值
，但你不會因為任何其他原因獲得資金。這最終是你的退休
計劃，是一艘幫助你籌集退休所需資金的船。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617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使用個人退休帳戶投資房地產使用個人退休帳戶投資房地產
需要知道的需要知道的77件事件事

在房屋重新貸款風潮方興未艾之際，也
有一群屋主鑒于存款利率愈來愈低，而情願
付清房屋貸款，享受無債一身輕的生活。房
地產專家提醒這些想真正完全享有房屋所
有權的屋主，當初的貸款若為Impound Ac-
count賬戶，務必主動聯絡保險公司與稅務
機構，以免後患無窮。

30年固定利率房屋貸款的利率降至4%
以下，不僅穩住了房價續揚的勢頭，也掀起
重新貸款風潮，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利率
也隨著聯邦準備理事會的調降基本利率，而
降至2%以下，看在存款較多者的眼裏，實在
心痛。

存款多又不是生意人的這群消費者，既

不想投資股票也不想買共同基金，車子貸款
早已付，錢存在銀行裏，利息少得可憐，左思
右想，有人決定付清房貸，做個無債一身輕
的「有巢氏」。

和貸款銀行的付清貸款部門（Payoff
Dept.）取得聯絡，開出支票付清房貸，十至12
周後，經由縣政府登記的房屋產權證明會寄
給屋主，但這不代表屋主可以從此高枕無憂
。當初購屋申請貸款時頭款不及15%的屋主，
通常因貸款銀行為保障自身權益，而被銀行
要求必須申貸包含產業稅金與房屋保險金
在內的Impound Account貸款計劃，即每月
貸款除房屋貸款金之外，還包括產業稅金與
房屋保險金。

房地產貸款公司與業界專家都提醒付
清貸款的Impound Account貸款計劃屋主，
接獲房屋所有權狀後，立刻聯絡保險公司
與產業稅機構，確保今後賬單或稅單直接
寄給屋主，而非從前的寄至貸款公司。

業界專家們指出，此舉可避免保險公
司因收不到保險費而取消屋主的房屋保
險，更可避免縣府稅局收不到產業稅金而
課處罰金。他們強調，積欠產業稅金的後
果非常嚴重，發現早者被課處10%的罰金
，外加利息及行政費用；渾然不知者，五年
後產業即自動轉歸州政府所有。

取得房屋所有權狀，並聯絡保險公司
與房屋所在地的稅務機構，確定郵件地址

無誤後，屋主才能鬆口氣。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在美購房付清房貸後仍不可鬆懈在美購房付清房貸後仍不可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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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房間裏的氣味聞起來像大腳怪的洞穴，還有牆上和
門上的洞、被破壞的地毯、破碎的燈具、噁心的電器。如果你
做過一段時間的房東，你可能知道我在說什麼，如果你還沒
有遇到，別擔心，你可能會遇到的。無論我們如何篩選完美的
租戶，您可能仍然會有問題。

也許你有很多錢，可以雇佣一個承包商來徹底改造這個
地方，也許你的物業經理會處理這個問題。然而，有的時候還
得自己親自動手，我經常發現自己在一次令人討厭的租戶更
替後拿著錘子和漂白劑在房間裏工作，這並不是說我喜歡這
樣做，但是當承包商的投標價格在1萬美元左右的時候，我
就不得不參與進來，盡我所能來節省一些錢。

因此，這篇文章是為那些需要自己工作的房東而寫的，
還為那些剛剛開始和那些只想省錢解決問題的人而寫的。以
下是修理和迅速租出去的8個技巧，記住，我並不是說這就
是你應該做的事情，只是讓你知道，也許這裏有一兩個提示，
能為你省下一些錢。

1、雇佣承包商
很多時候，人們在決定是自己動手做還是雇個承包商來

清理房子的時候，忘記了是讓他們做部分工作還是做所有的
工作。在上面我舉的例子中，我雇佣了一個當地的雜工來拖
出有異味的地毯和房客的垃圾，在我進去之前他可以迅速打
掃一下房間。是的，我想省錢，我花了不到100美元，我就可
以避開最糟糕的部分。

2、如何去除異味
當看到潛在的交易房產時，我喜歡選擇擁有難聞氣味的

房產，因為它會把其他人都趕走，但這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
之一，消除大多數氣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扔掉弄髒的地毯和墊子，這是一個地方有味道的首要
原因。

•用每加侖水加一杯漂白劑漂白地板。
•先把地板晾乾，然後用Kilz油基底漆塗地板(只要它們

不是好的硬木)。這種材料大約12美元一加侖，但可以去除地
板上的任何異味，而且很容易做到。只需倒少量在地板上，然
後用棍子上的滾軸將其攤開就可以了。

•使用油底漆(約30美元)時，一定要使用防毒面具。說
真的，否則你會暈過去的，我不是在開玩笑。

•幾天後，底漆的味道會消失，你會得到一個乾淨的，新
鮮的氣味，如果房間裏還有味道，那就檢查一下你的下水道。

3、油漆顏色
這些年來，我做了很多油漆的測試，正如我在我的帖子

中深入記錄的那樣，對房東和投資者來說，最好的室內塗料
是什麼？我主要在我所有的房產上使用沃爾瑪的內部品牌

“ColorPlace”，使用“區域白”顏色(這不是白色，是棕褐色/黃
色)，他們已經被預先混合好了。

這樣，不管我在什麼性質的房產上工作，它都是相同的
顏色，總結一下我寫的那篇文章，我測試了幾乎所有我能找
到的油漆，並確定每個油漆品牌都需要兩層(一層重，一層輕)
塗染，最好的油漆通常在第一層能覆蓋90%，但仍然需要塗
上第二層。

然而，最便宜的油漆可以覆蓋60%的面積，但也仍然需
要第二次粉刷。所以，如果所有的油漆都需要塗兩層，而且一
旦完成，看起來都是一樣的，我就會選最便宜的產品，此外，
在沃爾瑪超市的貨架上的其他顏色也很棒。

我也使用半光澤的所有屬性，有些人說它看起來不是最
好的，但我認為它看起來很好，還沒有聽到租戶有其他的抱
怨，相反，那些看著我的房子，看著它有多漂亮的人，不斷地
鼓勵著我。另一個方法是，一定要在租約上寫上油漆品牌和
顏色，這樣，租戶和您都將確切地知道使用了什麼油漆，從而
減少了矛盾，這是很明智的做法。

4、修補漏洞
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租客要在牆上打洞，對我來說，

這個問題太痛苦了，然而，我總是能看到牆上有拳頭大小的
洞。學習做幹牆修補是一種藝術，但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另
一個真正讓我惱火的問題(經常發生的)是，一個房客在一間
臥室裏打了一個空心門(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如果門是可油漆的，孔有時可以像上面的視頻裏那樣修補，
但很多時候，孔太大或表面太光滑，幹牆泥無法正確附著。遇
到這種情況時，我通常會做以下的兩件事：

•買一扇新門(如果是標準尺寸的，你可以在Home De-
pot或Lowes買到低于30美元的門板)。

•在門上放一面鏡子，是的，我是認真的。我幾年前學會
了這個技巧，它為我節省了很多時間和金錢，你可以選擇一
個便宜的、全長的鏡子，它們在很多商店的售價都在10美元
以下(像Target上的這面鏡子售價5.99美元)，把它釘在門上，
它不僅能蓋住洞口，還能讓你的走廊看起來更大，花不到10
美元或10分鐘的功夫就能裝飾好房間。

5、黴菌問題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經常有濕氣的地區(比如太平洋西北

部，我住的地方)，你可能會經常遇到黴菌問題，與流行的觀
點相反，黴菌不會十分困擾你，而且它比你想像的要常見得
多，當它沒有完全長得太茂盛時，很容易清理。黴菌通常是租
戶造成的，他們的家具被推得離牆太近，或者根本不允許室
內空氣流動，它往往生長在窗戶附近(因為凝結)和浴室裏。

你需要清潔模具，有很多不同的產品，但我非常喜歡
ZEP生產的32盎司的黴菌去污劑，你可以在家得寶(Home
Depot)買到，這種東西售價2.47美元，非常好用，用一卷紙巾
和一瓶2.47美元的這種化學物質的功效真是驚人。記住，如
果你有一個主要的模具問題，你可能需要打電話給專業人士
，我不是說天花板上長著黑草，我說的是淋浴時窗臺和角落
上的小孢子，不要驚慌，把它擦乾淨，然後繼續使用就可以了
。

6、更換門鎖
每次房客搬家時，你都應該把鎖換掉，畢竟，如果一個不

滿的租客回到他們的老房子裏，偷走了新租客的所有東西，
你是不想承擔責任的。換鎖不會很昂貴，事實上，如果你有多
個單元房產，它不需要花費太多錢。我總是保存我的鑰匙，並
把它們整理好，貼好標簽，這樣，當需要更改時，我只需將標
號的鎖更換一下就可以了，只要確保每個房子的鑰匙都標記

清楚，這樣就不會產生混亂了。
關于鎖的最後一個提示是，通過購買相同品牌的所有鎖

，你可以避免更換鎖的“內部”，並簡單地用兩個簡單的螺絲
替換旋鈕就可以了。這樣可以問你節省一半的換鎖時間，我
所有的房子都使用家得寶的“Kwik Set”品牌的鎖，大約20美
元可以買到門栓和門把手。一些房東喜歡使用Kwik Set的

“Smart Key”鎖，它可以讓你隨時重新鎖門。

7、地板
也許最昂貴的修復是地板，你有幾個選擇，很難說哪一

個是最好的：
•地毯--地毯摸起來不錯，看起來不錯，而且容易放置，

鋪地毯通常不是一個DIY工作(儘管它比你想像的要簡單)，
然而，即使我知道如何鋪我自己的地毯，我通常也不自己做，
相反，我通常使用家得寶來安裝地毯。家得寶(Home Depot)
以及洛斯公司(Lowes)通常在地毯上安裝整套家具要花97美
元，這是一筆好買賣，我通常會點店裏賣的地毯樣式，放在架
子上。我最喜歡的顏色叫“烟花”，每平方英尺不到1美元。這
種深斑點的顏色很好地隱藏了污漬，可以很好地處理一些問
題，而且每一套看起來都很棒，即使是那些已經住了好幾年
的公寓也在用。

•硬木地板--硬木地板很好，它的外觀和感覺都像木頭
，但它是由鋸末和其他奇怪的材料製成的複合材料，它還可
以承受大量的交通、摩擦和凹痕而不被破壞，所以儘管它比
地毯貴，它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和更容易清潔。硬木地板的
價格從每平方英尺1美元到每平方英尺5美元不等(包括墊
子)，但我通常使用Costco的Harmonics品牌的硬木地板，它
每平方英尺2.30美元，附帶墊子。如果你不想自己做，你可能
會找到每平方英尺1 - 2美元的安裝工安裝，家得寶和洛伊
斯通常也會收取約400美元的整套房屋安裝費用，所以如果
你打算出租房屋，也一定要查看一下價格。

•瓷磚--它地板的鼻祖，瓷磚可能是最經濟有效的地板
，你可以選擇瓷磚，因為它可以保持很長時間。然而，如果你
使用專業的瓷磚層，安裝它可能會花費很多錢，幸運的是，如
果你有時間和耐心，瓷磚地板很容易自己安裝。瓷磚的價格
已經很高了，但是對于較低的租金，你可以很容易地從任何
一個大房子裏找到每平方英尺1美元以下的瓷磚。

8、迷你百葉窗
還有另一個便宜的裝飾方法，可以使你的租賃物業看起

來很好，那就是使用迷你百葉窗。這些百葉窗有白色和棕褐
色兩種顏色，你可以從家得寶(Home Depot)、勞伊斯(Lowes)
甚至沃爾瑪(Wal Mart)買到，每件大約5美元(這是我用的那
種)。我喜歡經常更換百葉窗，因為它們是讓一個單元看起來
不可思議的廉價方式(而且更換往往比清潔更快)，它們只需
要幾分鐘就可以安裝好，而且在展示給潛在租戶看時，它們
會讓你的公寓看起來更像一個家。

關于在迷你百葉窗上省錢的一個小技巧是，如果你有一
個較大的窗口，你可以通過購買兩個較小的百葉窗，而不是
一個較大的百葉窗來節省50%費用。例如，在家得寶(Home
Depot)買一個70英寸的迷你百葉簾要花20美元，但買兩個
35英寸的百葉簾只需要5美元，在安裝幾十個這樣的百葉窗
時，很快就能省下一大筆錢，另外，最終的結果看起來也一樣
好，給租戶更多的靈活性讓光線進來。

好了，就是這些提示，但這些只是一些快速提示的示例，
您可以使用它們來節省下次租戶周轉的資金。就像我一開始
說的那樣，你可以不采用這些方法，然而，如果你只是剛剛開
始投資，或者想節省一些錢，需要你自己做一些工作，那麼，
聰明地修理方法可以節省很多錢，你可以用這些錢買更多的
房子(或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所以下次當你在一個租客離
開後走進房間時，要保持冷靜，制定一個計劃，然後重新訪問
這個列表，用最少的現金來處理問題。（（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
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617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東不用愁美國房東不用愁----
為你提供可節約成本的為你提供可節約成本的
88個房屋修復方法個房屋修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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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特朗普總統明確警告本週末“無
政府主義者”和其他“煽動者”不要破壞他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
薩（Tulsa）的競選集會，此前明顯的威脅是外界團體可能打算
在現場造成“動亂”，這促使塔爾薩市長發出緊急命令。

特朗普週五在推特上說：“任何要去俄克拉荷馬州的抗議者
、無政府主義者、煽動者、掠奪者或下流人士，請諒解，不會像
在紐約、西雅圖或明尼阿波利斯時那樣受到對待。” “這將是
一個截然不同的場景。”

總統的推文是在塔爾薩市長、共和黨人拜納姆宣布民事緊急
狀態，並宣布將在特朗普計劃於週六舉行競選集會的賽場附近實
行宵禁後發的。

拜納姆在命令中說“為了國家安全”，他將在集會附近建立
一個“聯邦排斥區”。

拜納姆列舉了最近的“內亂”，他預計在集會和反對派抗議
活動附近將“聚集超過10萬人”。

6月19日：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排隊參加俄克拉荷馬州塔爾
薩BOK中心附近的特朗普競選集會。

市長特別警告說，他“已從塔爾薩警察局和其他執法機構那
裏收到消息，表明其他參與破壞性和暴力行為的有組織團體和個
人正計劃前往塔爾薩市進行襲擊，達到引起競選集會及其周圍動
蕩的目的。”

由於來自外界的威脅和相關因素，拜納姆從週四晚至集會當
天的周六淩晨6點，以及從週六晚結束至週日淩晨6點在集會附
近實行宵禁。

宵禁禁止人們在宵禁覆蓋的區域內“在任何小巷、街道、公
路、公共財產、人行道或空置處所上行走、奔跑、遊蕩、站立或
開車”。

該命令還禁止在城市中“製造、轉讓、使用、擁有或運輸莫
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或“設計為爆炸”的任何

其他設備，並禁止使用汽
油或任何易燃易爆液體
“機動車的正常運行。”

在明尼阿波利斯男子
喬治·弗洛伊德上個月在警
察拘留時死後，全國抗議
活動最初在許多城市升級
為暴力騷亂，之後發出了
緊急命令。然而，最近幾
週，這些抗議活動基本上
是和平的。

6月 19日：特朗普總
統的支持者清晨在睡覺，
當時他們排隊參加俄克拉
荷馬州塔爾薩市BOK中心
附近的特朗普競選集會。

同時，BOK中心要求
特朗普競選團隊制定一項
書面計劃，其中概述瞭如
何將社交疏遠和其他“健
康與安全”步驟納入其中
，理由是冠狀病毒病例有
所增加。中心可容納多達20,000人，但在集會前幾天，特朗普
的支持者一直在外面排隊。

根據特朗普的競選活動，超過100萬人在網上註冊了“先到
先得”集會。這些支持者必須簽署豁免書，以免除特朗普競選活
動對可能暴露于冠狀病毒的責任。

特朗普競選經理布拉德·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週五表
示，這次集會“與眾不同”，並指出BOK中心將具有“外圍圍

欄，可讓更多人前來。”
帕斯卡爾在周五的“福克斯與朋友們”節目中說：“互聯網

上的人們都想來，但是競技場只有20,000個座位。” “好吧，
這像是一個節日，更像是一個會展中心。 ”

他補充說：“成千上萬的人將能夠出席，我們可以安排總統
在多個地方講話。”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特朗普警告特朗普警告““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不要破壞塔爾薩競選集會不要破壞塔爾薩競選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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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差不多 2 月底那会儿，我
们的店面就都正常营业了。我
们向政府申报有关情况，很快
就拿到了复工证明，到 3 月 10
日左右，员工也都基本到位了。

现在复工复产的状态越来
越好，店铺经营也在良性发
展，营业额逐步恢复到正常水
平。虽然跟去年做的计划相
比，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但
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也跟去年
差不多，至少没有明显的下
降。从重新开业到现在，一切
都还顺利，感觉事情都在往好
的方向发展。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最初
那段时间还真是非常紧张。

疫情发生初期，不少打印
店都暂停营业，我们也是一
样。没想到这让急着做防疫宣
传材料的政府和社区都犯了
难。2 月 7 日，街道的工作人
员联系到我。他们也是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说了需求，疫情期
间经营的困难大家也都理解，
但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接
到这个任务后，我们就在 2 月
8日元宵节那天开工了。

没想到的是，疫情期间做
宣传物料的阻力不是一般的
大。首先就是缺人，员工都在
老家回不来，打印店根本开不
起来，我就只能喊老婆和兄弟
来帮忙，先在离家附近的打印
店着手开工。后来发现，不仅
缺人，还缺材料，因为一些地
段“封路”难以采购，我们就
急中生智，把几家分店的原材
料全部调到一个地方，后来又

找了新的供应商，终于把原料
备齐了。

我和老婆，加上一位朋友
共 3 个 人 ， 两 天 基 本 没 有 睡
觉，连续赶了50多个小时，终
于把政府、街道、管委会需要
的第一批防疫宣传材料做好
了。之后几天，我们“左岸图
文”虽然闭店，但实际上都在
营业，时不时有防疫的宣传材
料需要制作。比如“来杭州隔
离 14 天”“如何防范疫情”的
海报，以及“怎么洗手”“怎么
戴口罩”等等，只要有需求，
我们仨就紧急开工。特殊时
期，任务急一点、重一点都没
关系，就怕自己帮不上忙！

话说回来，我们一路发展
到今天，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这里头，既有街道给我们的支
持，也有大平台的扶持。比
如，去年我们就用到了网商银
行，在线上就能借钱，很方
便。这次疫情期间，网商银行
为 850 万家小店降息 20%，就
让我们感觉自己帮别人，别人
也在帮自己。

这段时间，看到我们打印
装订的防疫宣传材料，有的放
在高速路口，有的张贴在地铁
车站里，还有很多公共场所都
放上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手
册。这让我觉得自家的小店也
在为帮助抗击疫情出一份力，
这店没白开，我很开心。

希望今年能稳住，之后再
多开几家店。对于未来，我很
有信心！我的愿望，就是把

“左岸图文”开成全国连锁。

“有梦想有信心，
把小店开到全国连锁”

小店：图文打印店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
讲述者：店主黄林华

我 家 的 小 吃 店 叫“ 孖 记 士
多”，店不大，但一直很受食客欢
迎。这次疫情，我们想了许多办
法来渡过难关。之前店里一直没
有做过外卖，这次我们觉得可以
试试。在美团的帮助下，外卖 6
天上线，第一天卖了 10 单，之
后一直增长，涨到了一天 200多
单，外卖营收占疫情前堂食营收
的2/3。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好 转 ，
店里开放了堂食，但外卖仍然
继续。外卖也提供了更直接的
顾客反馈，我们每天都会看客
人的评价，有针对性地改善服
务。比如，有顾客说菜味道咸
或 太 油 ， 我 就 截 图 发 给 厨 师
长；有顾客反馈外卖汤洒了，
就检查每个外卖的打包情况和
封条贴的位置对不对。总之，
我家店就这么活下来了。

之前我从没有想到，有一
天，我和妹妹会接手父亲创下的孖
记士多店，为这家小店打拼。

读初中时，我恨不得没人知
道这家店是我爸开的。那时候我
爸刚下岗，为了养家在米市路小
巷子里开了店。店里人手不够，
我和妹妹每天写完作业都要下楼
帮忙收钱。在店里帮忙是有工资
的，一天1块钱，但我们一点也不
开心。青春期的女孩子脸皮薄，
店离学校很近，有时候有同学过
来吃饭我还躲起来，让妹妹去招
呼客人。

长大了一点，才知道父母的
辛苦，也知道凭自己的努力吃饭
不丢人。在店里碰到过各种各样
的事情，有时候会碰到故意刁难
的人。但我爸性格乐观，从来不
生气。

爸爸为了开店付出了很多。

店开到第三年他要做心脏手术，
但他放心不下店里，十几天就要
出院。有时候拉货也是他自己，
100 多公斤，摔倒了也不告诉我
们。

2012 年我已经工作了，有
一天朋友突然打电话让我帮忙
留座位，我才意识到原来陪着
我长大的孖记士多已经这么有
名了。很多食客说它是老广味
道 的 一 部 分 。 有 的 街 坊 搬 走
了，还会专门过来店里吃饭，
还有的去了美国，回国一定要
来吃一顿，说是情怀。店里的
桌号本就挂在米市泗巷巷口的
细叶榕树干上，客人来了，自
己撕号排队。

2018年米市路整改，店要关
门，朋友特地来跟我说不能让它
消失。我和妹妹最终决定把老爸
开了 20 年的店重新开起来。本
来以为开不下去，没想到在龙津
路的第一家店刚开张，客人们就
都回来了。没有任何宣传，生意
非常火爆，我们就顺势推出了第
二家店。

疫情突如其来，我们毫无
准备。大年三十，营业额降到
平时的 1/4，后来，营业额也一
直下降，最差的时候只有平时
的10%，连付租金和员工工资都
不够了。我和妹妹曾经商量要
不要停业关门，但我爸一直坚
持要开，我理解他，所以只要
亏得起就继续亏。好在挺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营情况
有了好转。

这家店是我们成长记忆的一
部分，也是很多食客广州记忆的一
部分，我们会努力保住老味道。就
像之前孖记士多碰到的所有困难一
样，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困难会过去，
保住街坊老味道”

小店：本地小吃店
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讲述者：店主女儿李彩明

我是 1993 年出生的，父
母一直在武汉做生意。几年
前，在武昌火车站附近陆续开
出3家“悦东方”酒店后，我
逐渐承担起管理的工作。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自
救，几乎所有能做的我们都积
极采取行动。4月下旬开门营
业之后，刚开始客人少，我们
就想了三个办法。一是做好防
疫消毒工作，每位客人到店，
都配一份手消用品和口罩，也
是想让客人安心；二是在微
信、抖音上用小视频做好宣
传，我们有一个酒店联盟，大
家联合起来做，告诉外界我们
很安全；三是美团等平台推出
了“安心住”活动，还有一些
促销的政策，我们都积极参与。

现在客人入住率基本在
30%到 40%，当然，经营的进
一步提升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改
善，大家的想法是能保本就保
本。总体上，我们心态还是乐
观的，相信只要能挺过这阵
子，未来还是光明的。

过去几个月，对我来说真
是人生中难忘的日子。

除夕夜，我在本地志愿者
的群里，看到医护发出求援信
息，希望能在医院附近住宿。
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于是在朋友圈发起号召，希望
武汉的酒店老板能参与进来。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彻底改变
了我的生活。

当晚，我几乎彻夜未眠。
微信群很快建立起来，20、30

人，不断往里加。后来，这项
救援行动被命名为“医生驿
站”。我算了一下，武汉有
340 多家酒店加入救援行动，
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免费住宿。
以 每 家 酒 店 提 供 30 间 客 房
量、平均接待天数在 20 天计
算，累计入住20万个间夜。

我们深爱着这座城市，希
望她好起来。这些酒店老板，
很多都是小本经营，大家不计
后果地为抗疫付出。医护入住
酒店都自带床单被套，每天自
己消毒、打扫房间。有人留下
致谢和鼓励的字条，还有人通
过微信表达希望支付一部分电

费，以减少我们的损失。
我算过一笔账，疫情期间，

仅水电亏损就达到20万元，还
有一家酒店房租一个月就10万
元。现在每天的客人量无法覆
盖运营成本，开门就亏钱。这是
多数武汉酒店的经营状况。

日子虽然难过，但我们
还是感到了社会的关怀。美
团发现了我们的难处，在春
风行动酒店振兴计划的基础
上，另向武汉地区酒店提供
3000 套公益资源包，包括提
供额温枪、酒店物业管理系
统免费、酒店收益管理系统
免费、线上推广资源免费等。

我曾经把志愿活动的内容
发到微博上，得到了很多人的
鼓励。5月20日是我生日，当
天，很多素昧平生的人向我发
来了问候，我很感动。我们都
要好好活着。

“深爱这座城，
我们都要好好的”

小店：便捷式微型酒店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
讲述者：店主肖雅星

▶近期，多地通过实施促进消费措
施，鼓励发展“夜经济”，激发市场发展活
力。图为6月3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南
门坝的步行街一景。

黎 涛摄 （人民视觉）

听，小店主们的讲述……

近日，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地区、经营不

同类型店面的小店主，听他们讲述在疫情防控

期间支援抗疫、积极自救、努力经营的故事，

听他们畅谈对未来的打算、对事业的期待。

（本版报道由本报记者李 婕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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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 AARP 宣
佈推出全新中文標誌和網站。 AARP 的宗旨是幫
助美國 50 歲以上民眾在逐漸年長的過程中能夠選
擇各自的生活方式，這個全新設計的 AARP 樂齡
會（AARP “Joyful Age Association”）網站將
更好地體現上述使命。全新 AARP 樂齡會中文網
站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AARP華裔成員閱讀關於
我們的故事和了解我們可以提供的資源。

照護家人: 準備照
護 樂齡的生活，就是
為家人做好照護的準
備，讓愛代代傳承 。
善用 「AARP 樂齡會
」 豐富的照護資源，
以及實用的照護家人
指南，你將暸解做好
照護計劃與準備的重
要，像是如何與家人
展開對話、組建照護
團隊、互相給予支援
、制定計劃內容、和
照顧自己等步驟，以
便更周全的滿足照顧

親友的需求。
“樂齡兩字寓意著 50 歲之後的無限可能，

” AARP 樂齡會多元文化領導部門亞太裔受眾
副總裁郭為婉（Daphne Kwok）說。 “AARP
全新的中文標誌和網站不單可以使我們更清晰
地傳達組織使命，也能夠幫助 AARP 更有效地
接觸到美國各地的50歲以上華裔民眾。”

請直接在瀏覽器輸入 chinese.aarp.org 或
者登陸 AARP.org 主頁然後點擊左上角菜單的
“AARP 樂齡會”選項，便能看到 AARP 的全
新中文網站內容。 chinese.aarp.org 網站具有
更便於網友使用的介面，而且在其他移動裝置
也能夠兼用運行。這個升級版的網站提供了大
量與華人社區息息相關的長者照護、醫療保健
、財務安全、退休和個人發展等新聞和資訊，
對改善華人社區長者的生活有莫大裨益。

關於 AARP
AARP 樂齡會是全美最大的非營利機構及

無黨派組織，旨在強化美國 50 歲以上的民眾
以使他們在逐漸年長的過程中能夠選擇各自的
生活方式。 AARP 樂齡會擁有將近3,800 萬會
員，及在全美50州、華盛頓特區、波多黎各
和美屬維京群島均設有辦事處，藉此增進各個
社區及致力倡導和改善與大多數家庭息息相關
的議題，尤其是：醫療保健、財務安全、及個
人發展。我們並關注在市場上的個人權益，因
此不斷推出新的方案及悉心挑選值得冠以
AARP 樂齡會名稱的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作為
可靠的消息和資訊來源，AARP 樂齡會並出版

全球發行量最大的《AARP 樂齡會雜誌》
(AARP The Magazine) 及《AARP 樂齡會通報》
(AARP Bulletin)。瞭解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aarp.org 及通過社交媒體 @AARP 及
@AARPadvocates 關注我們。

光鹽社協助民眾申請食品券光鹽社協助民眾申請食品券
(本報訊】德州食品券（SNAP Food Benefit）是為資源有限家庭提供的可以用來購買食物的補助

。
可以提供哪些服務：
幫助人們購買身體健康所需的食物。可以購買花園種子。糧食券的福利存在“LoneStar”卡里

面，“Lone Star”卡可以在接受食物券的任何超市中像信用卡一樣使用。食物券不能用於：買煙，
購買含酒精的飲料，非食品和飲品，支付購買食品的欠款。

須滿足以下條件：
符合以下收入標準：

家庭人數 月收入
1 $1718
2 $2326
3 $2933
4 $3541
5 $4149

每增加人，收入增加$608
大部分18至49歲的沒有小孩的成年人，在3年內只能在獲得3個月的食物券。如果申請人每周

至少工作20個小時，或者處於工作或培訓的狀態中，則食物券的受益期可能會長一些。一些特定人
群不收此限制，例如有殘障或孕婦。

需要準備以下文件：
全家人的社會安全卡
全家人的身份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可以是以下任一種)：美國護照，出生紙，公民紙，綠卡

(I-551)，等。
地址證明(地址證明文件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種)：德州駕照或ID卡，水費、電費、等各種帳單，

銀行對帳單，租約或購屋合約。
全家人最近90天的收入證明(收入證明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種）：最近一年的報稅表，W2 or

1099，如靠儲蓄生活，請提供最近3個月的銀行對帳單，如靠他人資助，需資助人提供證明信(光鹽
社備有模板)物業費賬單，包括水，電，瓦斯，網絡等。

光鹽社可以協助民眾申請食物卷

樂齡生活就是作好照護準備

AARP樂齡會微信二維碼AARP 樂齡會微信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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