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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慶許瑞慶(Swee Koh)(Swee Koh)
專 業 房 地 產 經 紀 人專 業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專 精 於 買 房專 精 於 買 房﹑﹑賣 房賣 房﹑﹑投 資投 資﹑﹑租 賃租 賃﹑﹑管 理管 理

商 業 或 住 宅商 業 或 住 宅

有 十 餘 年 住 宅 和 商 業 建 築 結 構 經 驗有 十 餘 年 住 宅 和 商 業 建 築 結 構 經 驗

電 話電 話 :: 832832--766766--55065506

email: sweekoh@hotmail.comemail: sweekoh@hotmail.com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马上要开课啦!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密集的英语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网络课程

请致电! 
(832) 242-9099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Located Near Chinatown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网址:
www.ic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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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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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元旦剛過，香港警方於
1月6 號破曉時分，大舉拘
捕了53名去年民主派初選

的參選和協調人，指他們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 「顛覆國家政權
罪」。此一消息，震撼西方政壇。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提名的國務
卿人選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也對此發聲，表示拜登政府與
港人同在，反對北京打壓民主。歐盟要求港府放人，否則不排除
制裁中國。澳洲外長潘恩（Marise Payne）也對此事表示關注。

布林肯在推特表示，港警大舉拘捕民主派示威者，是突擊那
些勇敢倡議普世權利的人， 「拜登與賀錦麗政府將與香港人民站
在一起，反對北京對民主的打壓」。

歐盟委員會對外事務發言人史塔諾（Peter Stano）向中方表
示，要求港府釋放被捕人士，更坦言不排除向中國實施制裁，
「我們現正分析情況，考慮我們應如何應對，例如制裁中國」。

香港大搜捕發生在中歐達成投資協定後幾日，包括末代港督
彭定康等人也憂慮歐盟為了投資協定而漠視中國人權狀況。中國
是繼美國後，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委員會發言人馬默
（Eric Mamer）將事件分開討論，稱歐盟正與中國 「在不同領域
、不同方式」合作， 「當然我們就法治及民主方面，會與中國有
獨立的對話」。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梅
克斯（Gregory Meeks）批評， 「北京的國安法被用來殘酷打擊
香港人，上周是將民主派人士判刑，本周則是逮捕數十名泛民主
派政治人物，因為他們參加去年的立法會初選。」

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眾議員巴克（Ken Buck）表示支持在香
港爭取自由的人士，批評中共持續攻擊民主。田納西州聯邦眾議
員伯切特（Tim Burchett）亦批評，中國拘捕民主派政治人物。
韓裔紐澤西州聯邦眾議員Andy Kim形容港人的民主正受攻擊，

他會與為自由奮鬥的香港人同在。
去年參與聯署起草《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 的 田 納 西 州 聯 邦 參 議 員 布 萊 克 本
（Marsha Blackburn）形容，林鄭月娥的政

府被北京操控，並以 「涉嫌顛覆國家」罪名拘捕50多名民主派
人士，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即使目前已被捕，其住所亦再被
搜查，強調他們只因舉辦民主選舉便面臨終身監禁，警告中共的
苛政只是開端。

德州聯邦參議員科寧（John Cornyn）亦提及大搜捕事件，
批評香港警方在清晨時分，拘捕數十名民主派政治人物，是 「掃
除」（swept up）反對派的行為。共和黨籍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成員薩塞（Ben Sasse）則指， 「習近平看到美國正處於分歧且心
有旁騖的狀態，於是毫不浪費這個時刻。這樣卑劣的突擊搜捕，
暴露中國共產黨是多麼怯懦的獨裁者。」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杜根厚（Tom Tugend-
hat）在推特發文，形容 「這就是中國統治下的香港民主」。英
國 團 體 「香 港 監 察 」 （Hong Kong Watch） 創 辦 人 羅 傑 斯
（Benedict Rogers）形容搜捕事件令人震驚，質疑這意味 「倘若
選舉勝出，就等於顛覆國家？」何其荒謬！促請自由世界作出最
堅定的回應。

羅傑斯指，人們已逐漸對香港令人震驚的拘捕事件感到習慣
，但本次拘捕行動再提升至另一層次，形容 「這些勇敢、和善、
和平、聰明的人怎能因為敢於參選而被定罪？」他形容被捕人士
的罪名 「只是和平參選、守護早獲承諾的民主」，批評港府搜捕
規模前所未見， 「這是終極的鎮壓」（It’s the final crackdown）
。

羅傑斯又稱，中國共產黨現在對香港作出的行為，是由於英
國和其他自由世界的國家只在口頭批評中方違反國際條約，形容
「言語對習近平沒有用」，要求英國首相強生、外相拉布、歐盟

委員會主席范德萊恩、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等政要採取實質行動，以具有針對性的制裁回應，亦應廢除歐盟

日前與中國達成的投資協定。他警告若西方不及時回應， 「我們
便會是下一個」。

「香港監察」亦強烈譴責香港警方拘捕民主派初選候選人，
形容北京再一次打擊香港民主，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
監察」另一成員、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批評，在中共眼裡贏了選舉已如同顛覆國家，強調英國
曾簽署條約保障香港， 「這些承諾到了哪裏？」

加拿大魁北克省參議員霍薩科斯（Leo Housakos）也指出，
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正持續被瓦解，西方社會卻無動於衷。

日本執政自民黨參議員佐藤正久形容，拘捕事件反映港府進
一步明確地取締民主派，自民黨外交部會將討論事件。日本眾議
員鈴木馨祐表示，香港目前局勢嚴重，且處於關鍵時刻，強調國
際社會必須把港府行為視作違反國際協定，形容中國共產黨的本
質就是否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

丹麥外相科福德（Jeppe Kofod）批評，港府大舉拘捕民選議
員和民主派人士，使 「一國兩制」形同虛設，顯然違反國際規範
。科福德強調行使民主權利並非罪行，要求港府馬上釋放被捕人
士，並承諾會在歐盟內討論今次事件。

倡議組織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高級中國研
究員王松蓮（Maya Wang）也痛批，港警在今次的大搜捕中顯示
，中國當局已 「脫下香港民主僅存的外衣」。連帶民主動力司庫
、美籍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也被拘捕。由於關尚義
屬美國公民，且他又是亞洲人權委員會（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席，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被捕引起英美傳媒
格外關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預測，關尚義將在早
已緊張的美中關係中，會成為美國另一項主要外交議題。CNN
表示，關尚義是亞洲人權委員會（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
sion）主席，又是香港著名的外籍律師，是首名在港版國安法下
被捕的外國人，他沒有香港居民身分證，與同時持有外國護照的
雙重國籍港人有別，他被拘留一事，可能將成為華府重要外交議
題（major diplomatic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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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世界的香港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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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奸妃>李香琴離世
88歲資深香港演員李香

琴，人稱 「琴姊」，在
無數港片和電視劇中飾
演媽媽角色，曾在《家
有囍事》飾演常家奶奶
，上周爆出她病危消息
，但當粵劇名伶譚倩紅
接受傳媒訪問時，證實
琴姊死訊，她說： 「她
的乾兒子阿 Wing 通知我
，今日琴姊1點多在醫院
走了。」香港舞台劇名
演員黃秋生，在臉書悼

念： 「琴姐，德望永昭。」有被稱為
「一代奸妃」的李香琴，日前因病離世，享年88歲。多年

來陪伴左右的女兒蕭紫筠雖已做好心理準備，但在醫院得知母親
沒有脈搏時，即悲痛得哭成淚人，最後寧讓她安詳離去，不想進
行搶救怕其辛苦！契仔之一影人萬梓良收到消息後，坦言非常難
過。

早入戲行的李香琴，17歲時與恩師陳錦棠的徒弟蕭仲坤日久
生情，拍拖不久便嫁作蕭太，婚後誕下女兒蕭紫筠。奈何她與丈
夫因性格不合，7年婚姻觸礁，離婚後與愛女相依為命，拒穿嫁
衣，即使裙下之臣不斷亦未有再婚。賢良淑德的琴姐，先後傳獲
影星麥基及金山富商追求，但都未見開花結果，相反跟銀幕情人
譚炳文合作無間，無懼流言蜚語，二人緋聞，傳足上世紀30多
年。

原來從70年代起，2人合組公司兼以情侶
檔演出，從此緋聞不絕。琴姐當時生怕閒
話，亦擔心對 「炳嫂」造成困擾兼家變，
決定與譚炳文拆夥。數年後，她才衝破心

理關口，懶理流言蜚語，與對方再次拍住上搵銀，一直合作無間
兼成為知己。她縱橫演藝圈數十年，與不少巨星都有合作，如周
潤發、馬景濤、劉德華、張曼玉等。她2012年受傷後退出演藝
圈，2019年香港《蘋果動新聞》曾拍到她坐輪椅，身旁有2名傭
人、司機協助照顧，當時她氣色紅潤，惟行動不太靈活。

去年琴姊的好友兼昔日搭檔譚炳文因肺癌病逝，當時琴姊女
兒代母出席喪禮，她提到有告知母親譚炳文死訊，但母親因為生
病，所以沒有反應，她也提到母親身體很好，只是記不得事情了
。琴姊2012年曾3度跌倒，健康變差並暴瘦，須以輪椅代步，近
年琴姐因病已認不到人，就連這位 「情人知己」炳哥哥都視如陌
路人，令生前曾探望她的譚炳文大為心傷。他透露琴姐乃中風臥
床，同時也患有阿茲海默症，起憶力全失，令萬千影迷心痛不已
。

李香琴女兒蕭紫筠昨午陸續向親友通知母親離世的消息，及
後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東張西望》訪問時，詳述母親病況，指她
離世時十分安詳，叫各親友不要太傷心： 「佢10年前輕微中風
，有認知障礙症同埋少少柏金遜症，好多人知佢唔認得人好耐，
10幾年都有食藥醫治，醫生都講咗情況會逐步退化。大約1個月
前就差咗好多，請咗工人姐姐、特護照顧佢。」並指媽咪昨日食
午飯時出事： 「佢依家食糊仔，係啲食物打爛晒，但佢食唔晒又
唔肯吞，仲瞓着咗，姑娘想同佢扣番出嚟，但佢都已經冇晒知覺
，之後入咗醫院，醫生入去15分鐘後出番嚟話佢已經冇脈博、
瞳孔唔張開，已經過咗身。」她坦言傷心一定會有： 「個個都好
錫我媽琴姐，但我都想佢啲朋友聽到（呢個消息）都唔好傷心，
佢去嘅時候好似瞓咗覺，好安詳。」據知，女兒在她出事後曾致
電2間私家醫院求助，但獲告知暫不收症，才轉到伊利沙伯醫院

。有現場人士目睹蕭紫筠與醫生交談有關琴姐的情況，醫生當時
曾問她需否搶救母親，她即時哭成淚人，表示希望母親安詳離去
。我跟琴姐合作半世紀的好姊妹譚倩紅，表示已接獲對方契仔通
知，稱去年6月曾跟對方見面，當時見她精神不俗： 「我仲餵蛋
糕畀佢食！雖然佢認唔到人，但都好落力咁去望我哋，好似想同
我哋講嘢但講唔到。」琴姐於2012年曾3度跌倒，出入要輪椅代
步外，翌年更傳出患腦退化，經常認不到人，及後更傳爆血管中
風，7年來經常出入醫院，直至去年12月開始病況急速惡化，家
人已作好心理準備。

原名李瑞琴的琴姐是廣東順德人，從影多年拍攝逾100部電
影，將大半生奉獻給演藝圈。讀初中時，愛看粵劇的她迷上名伶
任劍輝，有次捧場見對方在台上向下望便以為認得自己，從此矢
志入戲行。迷上任劍輝 竟成了她入行動力。李香琴在早期粵語
片經常演 「西宮娘娘」，故被譽為 「一代奸妃」，及後拍劇 「從
良」演正派角色，包括在無綫劇《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中演親
切嫲嫲，更有金句 「唔使驚，嫲嫲喺大廳」深入香港各階層人士
的民心，成為觀眾的集體回憶。更得到無綫電視台頒發的 「萬千
星輝演藝員大獎」，實至名歸。

琴姐演奸角叫觀眾恨之入骨，但現實中的琴姐是個絕頂好人
，樂於提攜後輩，廣結人緣，贏得香港 「銀壇契媽」之稱號，跟
她上契的圈中人多不勝數，包括關菊英、已故女星翁美玲、戚美
珍、周潤發及萬梓良等，全都因拍劇結緣。其中萬梓良與琴姐最
常見面，當年萬梓良大排筵席正式上契，更視她為 「媽咪」，不
時送贈鑽石手鏈、耳環等給契媽，以表心意。對於契媽離世，他
受訪時悲傷地說： 「喺傍晚收到訊息，其實喺3年前去過探契媽
，佢當時腦退化嘅迹象加重咗好多好多，根本認唔到我係邊個！
我內心都非常難過，嗰陣離開時仲跪喺度同佢叩頭，亦都係叩別
……咁始終呢一天都會嚟，老人家88歲都係高壽，我喺度表達
對我契媽無限嘅懷念。」至於身在外地的關菊英，表示已收到消
息，心情難過： 「多謝大家關心，希望佢嘅家人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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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

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
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
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
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
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
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
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
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
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
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
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
是壹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
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

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
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
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
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
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
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
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
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
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
很快去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

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
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
電話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
，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
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
筋動骨，不去看醫生，不知道
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
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
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
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
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
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
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
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
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
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
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

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
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
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
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
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
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
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
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十））
31、化油器車發動機熱車不易起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發動機熱車狀態不易起動

，這也就是自動阻風門系統出現了故障，造成
阻風門不能自動打開或是不能完全打開。車輛
在行駛時，由於節氣門開度較大，因此在大的
進氣壓力下，空氣流沖擊偏離中心軸的阻風門
，使得阻風門此時能全開，但是在發動機低速
或怠速時，節氣門開度很小，因而進氣壓力不
大，此時阻風門只能處於半開或者開度很小狀
態。在阻風門的作用下，進入氣缸的混合氣較
濃，如果發動機此時停止運轉，阻風門將關閉
，等再起動發動機時，過濃的混合氣進入氣缸
將火花塞打濕，使得發動機很難起動。遇到此
情況時可採取將加速踏板全部踩下，將阻風門
和節氣門全開，轉動起動機，通過吸入新鮮空
氣將過濃的混合氣沖淡，使發動機起動。當火
花塞嚴重淹濕時，可拆下晾乾，但重要的是要

去修理廠找出阻風門不能全開的原因。
32、車輛在行駛中高速行駛時排氣管冒黑

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車輛在中、高速

時冒黑煙是自己駕駛進不易察覺的。不過，可
以採用計算燃油消耗量來確定。化油器發動機
主要由以下四種原因造成：油平面過高，造成
混合氣過濃；真空省油器失靈，造成不適當的
加濃混合氣；主空氣量孔沫管堵塞；空氣濾清
器堵塞。應首先檢察空氣濾清器濾芯是否堵塞
。若堵塞，會在高速時排黑煙，動力性、經濟
性惡化，此時應更換空氣濾芯。然後檢查化油
器，上述操作需要專業的人員進行。還有就是
對點火系統和發動機要進行整體檢測。

33、冬季時，車輛的天窗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季，在室外停放的車輛，

因頭天晚上車內溫度較高致使飄落在天窗周圍
的冰雪溶化，而隔夜後，車輛的整體溫度降低
，溶化的雪水凝結成冰，所以，極易使天窗玻
璃與密封膠框凍住。如強行打開天窗易使天窗
電動機及橡膠密封條損壞，因此要待車內溫度
上升確認解凍後再打開天窗。同樣，冬季洗車
時，即使熱水洗車如未完全擦淨，車輛在行駛
中天窗邊緣殘留水分也會凍住，所以洗車後應
打開天窗，以便擦乾周圍水分。另外，天窗密
封條表面經過噴漆或植絨處理，為避免凍住，
噴漆處理膠條最好用軟布擦乾，再塗上些滑石
粉。而植絨處理膠條擦乾即可，切勿粘上油污
。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休斯頓報導) 目前美國不
僅房市火熱，美國的房貸利率也到
了史上的最新低點，具有多年房貸
經驗的萬里貸款朱瑞薇女士表示，
最近找她要重新貸款(Refinance)的
客戶數量極多，一件接著一件，讓
她忙得分身乏術。朱瑞薇指出，目
前最新出爐的 15 年首購利率可達
1.875%至 2.125%之間，現在正是首
次買房的最佳時機，這種情形可說
是前所未有，想要購房貸款的民眾

機不可失!
朱瑞微表示，如果您的房貸利

率還在3%以上，都歡迎和她聯繫，
考慮重新貸款，可以省下大筆的銀
子。舉例來說，最近有一對夫婦，
在上週五跟她連絡，他們價值$22萬
美元的房子上，只有$12.8萬美元的
貸款餘額，而他們的信用分數是760
分，目前他們正在支付4.125%的房
貸款利率，在沒有為現有抵押貸款
再融資的情況下，他們必需支付

$82,450元的利息，直到還清貸款為
止。

經過朱瑞薇的努力與細心處理
之下，取得以15年期貸款的1.875%
利率進行再融資之後，其終身貸款
的全部利息從$82,450 元降至僅剩
$19,560元，而這個過程中，這對夫
婦僅需支付$2215元的手續費用，朱
瑞薇並未收取任何一分錢。

看完這個例子，是不是覺得有
專家處理和沒有專家處理，其間有
如天壤之別?

朱瑞薇表示，很多屋主都會擔
心，重新貸款可能會要支付很多錢
給貸款公司，其實並非如此，省下

的利息錢比要支付的錢多的多，是
非常划算的。一般而言，正常的房
貸費用包括:房主負責支付評估費
$520 元至$550 元(這是一次性的費
用)、產權保險和包銷費約$900元，
產權保險費取決於貸款金額，最低
為$895元起，他們不會再收取其他
額外費用。不少已經重新貸款成功
的家庭，對朱瑞薇的服務非常滿意

，並感謝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了
這麼多錢。

朱瑞薇專精 H1B、 L1、L2、
E1、E2的簽證的貸款、及建築貸款
，而且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外國
護照也可以貸款。如果有房貸已付
清，想要重新貸款拿現金的，她都
可以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朱瑞薇擁有25年住宅及商業的

貸款經驗，並專精大型公寓貸款，
可做全美50州，她的個性非常熱心
，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
客戶規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
到，專門服務僑社及海外華裔朋友
。如果讀者有需要貸款的，歡迎與
她 聯 繫 。 電 話 是 915-691-9072。
Email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利率降至新低利率降至新低11..875875%% 重新貸款正是好時機重新貸款正是好時機
萬里貸款朱瑞薇服務周到萬里貸款朱瑞薇服務周到 經驗豐富口碑讚經驗豐富口碑讚

朱瑞薇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的貸款朱瑞薇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的貸款
經驗經驗，，是重新貸款的專家是重新貸款的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