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2年12月23日       Friday, December 23, 2022



BB22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2年12月23日       Friday, December 23, 2022

休城工商

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
，如果心臟停止跳動，生
命也將隨之消失。汽車也
不例外，發動機就是汽車
的心臟，尤其在春夏之交
的季節，由于濕度較大，
而且氣溫時高時低，容易
對發動機造成損傷，因此
，保養的好與壞直接影響
著汽車的性能和它的使用
壽命。車主們最愛犯的五
大毛病是直接導致愛車產
生“心臟病”的原因。

不按期保養發動機
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在

改裝上投入很多錢，但卻
容易忽視按期給發動機做
保養。據统計，車輛因發
動機保養不良造成的故障
佔總故障的 50%。可見發
動機保養對延長車輛使用
壽命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
用。當然也會給你減少不
必要的損失，要不怎麼會
有“以養代修”這個說法
。

提醒：不僅僅是在常
規的保養期限內要進行發
動機的養護，在駕駛經過
一些特別潮濕或者粉塵特
別大的地區時，都要對發
動機的相關部件做一些檢
查保養。

機油變質及機油濾芯
不暢

不同等級的潤滑油在
使用過程中油質都會發生
變化。車輛行駛一定裏程
之後，性能就會惡化，可
能會給發動機帶來種種問
題。為了避免這些故障的
發生，應該結合使用條件
定期給汽車換油，並使油
量適中，一般以機油標尺

上下限之間為好。
機油從機油濾芯的細

孔通過時，把油中的固體
顆粒和黏稠物積存在濾清
器中。如濾清器堵塞，機
油則不能順暢通過濾芯，
會脹破濾芯或打開安全閥
，從旁通閥通過，仍把臟
物帶回潤滑部位，促使發
動機磨損加快，內部的污
染加劇。因此機油濾芯的
定期更換同樣重要。

提醒：機油不要加少
了，但也不要加多了，不
是越貴的名牌合成機油就
越好，適合你的愛車的機
油才是最好的。

空氣濾芯堵塞
發動機的進氣係統主

要由空氣濾芯和進氣管道
兩部分組成。根據不同的
使用情況，要定期清潔空
氣濾芯，可使用的方法有
高壓空氣由裏向外吹，把
濾芯中的灰塵吹出。由于
空氣濾芯為紙質，所以吹
的時候要注意空氣的壓力
不能過大，以免損壞濾芯
。 空 氣 濾 芯 一 般 在 清 洗
2-3 次後就應更換新的，
清洗周期可以由日常駕駛
區域的空氣質量而定。

提醒：購買質量好的
廠家原裝提供的正廠件空
氣濾芯也很重要。

進氣管道過臟
如果車輛經常行駛于

灰塵較多、空氣質量較差
的路況區域，就應該注意
清洗進氣管道，保證進氣
的暢通。進氣管道對于發
動機的正常工作非常重要
，如果進氣管道過臟，會
導致效率下降，從而使發

動機不能在正常的輸出功
率范圍內運轉，加劇發動
機的磨損和老化。

提醒：盡量少走灰塵
多的區域，同時，空調格
也要注意更換。

曲軸箱油泥過多
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

，燃燒室內的高壓未燃燒
氣體、酸、水分、硫和氮
的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
壁之間的間隙進入了曲鈾
箱中，使其與零件磨損產
生的金屬粉末混在一起，
形成油泥。

少量的油泥可在油中
懸浮，當量大時從油中析
出，堵塞濾清器和油孔，
造成發動機潤滑困難，從
而加劇發動機的磨損。此
外，機油在高溫時氧化會
生成漆膜和積炭粘結在活
塞上，使發動機油耗增大
、功率下降，嚴重時使活
塞環卡死而拉缸。

提醒：要減少油泥產
生，使用高質量的燃油是
十分有必要的，所以建議
車主加油時盡可能到正牌
的加油站。此外，使用質
量過關的潤滑油以及按照
廠商規定的保養周期對潤
滑油以及機油濾清器進行
更換也是很關鍵的。另外
，請經常檢查自己愛車的
機油油位，不足時應盡快
補充。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愛車“心臟病”五原因 忌曲軸箱油泥多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致贈警方年節期間加時工作慰問金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20日，在辦公室舉行警方年節時期加時工作的慰問金致贈
儀式。負責西南區包括華埠範圍的三個警局：中西、西區及南吉順分局，各得到1萬5000元
的加時金。總額4萬5000元由西南區管委會提供，作為由年尾耶誕與新年假期、及至明年一
月底中國農曆新年採買慶祝活動期間，由警方密切維護治安、保護區內住家及商業活動的服
務經費。

西南區管委會出席此支票頒贈儀式的代表，包括主席李雄、治安委員會主席Peter Ac-
quaro、經濟及商業委員會主席David Peters、環境及設計委員會主席Stephen Li Jr.、管委會董
事 Raj Adnani。休息士頓警方三個方局代表包括 Johnnie McGee 、Jonathan Lui、Deandre
Hutchison、南吉順分局局長Adrian Rodriguez、中西分局局長 Zachary Becker 。

西南區管委會及警方代表們一致認為，治安議題扣緊地區經濟發展相關，不論住家或商
業社區，都是他們努力維護安全、打擊犯罪的範圍。特別值此年尾節慶時分，警方代表表示
，他們將盡一切努力，以保障大家的安全生活與商業環境，讓所有人享受平安又歡樂的節慶
氣氛。

管委會主席李雄更進一步表示，西南區繁榮的經濟發展及各種熱鬧活動，是大休士頓地區所
有人有目共賭的。特別是由12月至明年1月、2月中國年期間，更有許多多元文化慶祝活動呈現。
李雄主席希望，如致贈警方加時金這樣安排，是感謝警方努力保護西南區所有人人身及財產的安
全；同時也讓大家瞭解，管委會與警方密切合作，以保障大家節日期間的歡欣與平安。他還希望

心懷不軌的歹徒們，要知道西南區打擊犯罪的決心，千萬不要在這段期間心存妄想、趁機犯案。
為社區人所熟悉的 Lt. Jonathan Lui 也表示，西南區範圍、包括社區活動及商業密集的華埠，

絕對是警方密切關注的熱點地區；警方將密切關注，維護節日期間社區的生活及活動安全。更值
得一提的是，Lt.Jonathan Lui 近日負責組成管委會贊助的社區舞獅小組，正密集訓練以在新年度的
活動中亮相，包括西南區管委會及警方人員都表示非常期待舞獅團的訓練成果。

【本報訊/ 鄧潤京】記者日前了解到，兩岸一家親春宴經過三年的停辦之後，將會在2023年的
春節之後，恢復舉辦。

春宴由得州和統會、美南河南同鄉會主辦。休斯敦各大僑團協辦。
春宴時間：1月28日 晚6：00--9:00
春宴地點：Lam Bo Ballroom 615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歡迎參加。

“兩岸一家親春宴”正在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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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瑞典家具零售企業 IKEA
正式進軍嘉義市展店，600 坪空間展示
8500樣家具、飾品，透過事前居家調查，
商品選物以貼近嘉義民眾生活為主，26日
IKEA 開幕，嘉義市長黃敏惠將親自出席
，市府建設處長田長沛強調，爭取 IKEA
落腳設店過程如鴨子水划水默默進行，市
府在行政作業上全力協助，會如此低調，
主要是雙方有保密協定。

田長沛說，當初因台灣設計展 「以城
為家」主題概念跟IKEA品牌形象符合，
才會爭取在文化公園設快閃店，1年駐點

期間，IKEA 搜集了很多在地消費者資料
和數據，即使快閃店撤除，市府仍持續爭
取IKEA在嘉義布局設點，最後嘉義市能
獲得青睞，除嘉義人消費力強外，IKEA
畢竟是國際企業，一定是經過非常嚴密的
分析、評估和判斷，才選擇落腳嘉義市。

田長沛透露，除爭取過程低調、不張
揚，雙方有保密協議，所以即使網路上已
有公開徵才訊息，市府仍不鬆口，即便當
時已處於選舉階段，如此重要招商成果也
沒有被拿出來大肆宣傳，是直到IKEA自
行公布啟運時間點，經取得對方同意後，

市長黃敏惠才在造勢活動正式披露。
IKEA 嘉義城市店是全球首間店中店

型態，設在大潤發賣場內，占地600坪，
消費者可以在IKEA店內做全品項下單結
帳，家飾品或小型家具也可以在大潤發結
帳櫃台一起付費，更加便利。

IKEA 表示，各店專屬展示間可說是
最能體現在地特色的 「亮點」，嘉義城市
店融合當地居住風格，再現磨石子地板、
花磚牆面等，美食小站更推出嘉義限定新
品 「肉鬆芋泥堡」，歡迎大家來 「嘉」嘗
鮮。

黃敏惠招商政績
IKEA嘉義城市店12月26日開張

新天鵝堡捐3200套桌遊 送學童耶誕禮
（中央社）2023 台南搖滾耶

誕演唱會將於 24 日晚間在永華市
政中心西側廣場登場，卡司十分堅
強，吸睛度十足，不僅韓國頂流女
神宣美SUNMI全台獨家獻唱，八
三夭、告五人等流行樂團及原子少
年男團OZONE也將接力演出。由
於預估大批歌迷將湧入會場，市長
黃偉哲也呼籲不要為搶看明星推擠
，以免造成踩踏受傷。

市府指出，2007年宣美以JYP
女團Wonder Girls初始成員出道，
2017 年之後以個人名義推出單曲
回歸樂壇，接連唱紅〈24 小時也
不夠〉、〈滿月〉等歌曲，一首
〈Gashina〉更颳起一股 「宣美旋
風」，不僅在韓國橫掃各大音樂榜
，海內外也都擁有廣大粉絲，此次
應市府的邀請，將於耶誕夜首次前
來台南開唱。

市府還表示， 「2023 台南好
Young」耶誕跨年系列活動，從12
月 3 日起連續 5 個周末，共安排 3

場親子活動及3場演唱會，希望跳
脫以往跨年晚會只有單日舉行的框
架，以多元系列活動的方式，滿足
不同年齡層市民的需求。

台南搖滾耶誕夜的卡司，除韓
國女神宣美 SUNMI、文青樂團告
五人、暴紅搖滾樂團八三夭、超人
氣男團原子少年Ozone外，金曲新
人歌手壞特？te、R&B饒唱歌手同
理、創作才子劉亮延等人也將登台
表演；至於荷蘭美聲馬丁賀肯斯及
英國歌手李美潔，亦將帶來應景的
耶誕歌曲。

主辦單位也提醒民眾，近日冷
氣團及寒流分批來襲，預料 24 日
活動當天氣溫偏低，請搭帳棚排隊
希望取得最佳觀賞位置的民眾，以
及當天參加活動的民眾，務必做好
保暖措施。另外，儘管戶外戴口罩
已經解禁，但因估計活動將吸引大
量人潮，市府仍建議民眾全程戴口
罩。

台南韓國女神宣美獻唱 耶誕搖滾演唱會嗨

（中央社）耶誕節將屆，新天鵝堡桌遊公司21日贈
送3200套桌遊給雲林縣國小學童，總價值200萬元，捐
贈儀式上，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新天鵝堡公司德籍董事
長彭己耘說，會送這麼多桌遊來回饋社會，是 「Because
we can」， 「我們有能力讓孩子增添學習機會」，雲林縣
長張麗善感謝彭己耘，讓學童得到這分特別有愛心的禮
物。

昨在捐贈儀式上，張麗善說，桌遊不但能訓練邏輯
思考、反應力，更能讓學童學習解決問題，甚至團隊合
作，對未來成長過程將有很大幫助，感謝彭己耘的愛心
，更要感謝土庫好COOL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魏安助舉
辦土庫國際生活節，吸引各國好朋友蒞臨土庫，也間接
促成此次捐贈。

魏安助說，Johannes 彭己耘 10 月參加 「土庫國際生

活節」時，除感受土庫小鎮民俗風情及溫暖在地人情味
，也看到縣府對教育資源的投入、用心，加上新天鵝堡
公司來台20年，彭己耘也取得永久居留證，已是正港台
灣郎，基於回饋社會、台灣的心，決定贈送3200盒自家
公司桌遊給國小學童當禮物。

彭己耘認為，孩子玩桌遊時會遇到問題、挫折感、
困難，甚至時間管理，回想小時候沒錢，就去朋友家玩
桌遊，回家學會自己動手做桌遊，跟朋友、家人玩，現
在公司有營收，有這麼多桌遊，就可以回饋社會。

3200分各式桌遊，除土庫國小學生人手一盒，全縣
國小每個班級會贈送1盒，各鄉鎮立圖書館贈送20盒，
每位小朋友也會有1份試玩包，總價值達200萬元，昨土
庫國小學童率先拿到桌遊禮物，馬上迫不及待跟同學一
起體驗桌遊魅力。

【美南新聞泉深】哥倫比亞咖啡
（Cafe de Colombia）產地為哥倫比亞
薩蘭托（(Salento)，是少數冠以國名
在世界上出售的單品咖啡之一。 在質
量方面，它獲得了其它咖啡無法企及
的贊譽。 與其它生產國相比，哥倫比
亞更關心開發產品的質量和促進生產
。 正是這一點再加上其優越的地理條
件和氣候條件，使得哥倫比亞咖啡質
優味美，譽滿全球。

薩蘭託海拔2134米，一年四季如
春，適合種植咖啡。 El Ocaso咖啡農
場以其令人難以置信的咖啡風味而聞
名世界。我們於 12 月 19 日下午驅車
前往薩蘭托咖啡區中心的El Ocaso 咖
啡農場，參觀咖啡的生產過程和製作
和品嘗方法。

驅車沿著一條崎嶇顛簸的道路，
來到一個田園詩般的Finca El Ocaso咖
啡農場，農場中心設有一個美麗的傳
統房屋，帶有環繞式庭院和紅色欄桿
，是哥倫比亞典型的鄉村住宅。

咖啡農場導遊何塞向我們走來，
讓我們迅速將籃子系在我們的腰上，
帶我們上山到一個小蓋棚裏坐下。何
塞告訴我們El Ocaso的曆史，讓我們
如何體驗咖啡從種子到發芽、栽培、
生長、開花、結果，再到收獲、去皮
、幹燥，最後加工並品嘗咖啡的循環
過程。

El Ocaso佔地近45英畝，每英畝
約有 2,000 株植物。他們所有的咖啡
都經過雨林聯盟認證，一切都是天然
生產，不含殺蟲劑和除草劑。

令人著迷的是了解更多有關實際
植物的信息，他們如何在生產豆類之
前花2年左右的時間從咖啡種子中種
植，5 年內如何生產，然後將植物砍
下來讓其再生長2年的生產週期。

他還解釋說，哥倫比亞存在許多
影響咖啡生產的威脅，即導致葉子脫
落的真菌和侵入咖啡豆並在裏面挖洞
的幼蟲，導致一些農場損失高達50％
。

採摘咖啡豆
他讓我們走進了

咖啡植物園，尋找成
熟的紅豆，看起來像
櫻桃。何塞讓我們花
五分鍾的時間盡可能
多地挑選成熟的紅豆
子，因為這裏是旅遊
區，每天白天平均兩個小時有一批遊
客，想找到紅豆還有一定的難度。他
說他們在高峰收獲期間每年兩次採摘
咖啡豆。

收獲豆類
何塞用我們收獲的一批豆子引導

我們完成整個製作過程，帶領我們通
過傳統的手搖曲柄將皮與豆子分開，
然後他向我們展示了工人使用的更現
代化的機械化方法。

從那裏，豆子要麽在一個特殊的
溫室般的房間裏風幹，要麽在吹熱空
氣的特殊室內幹燥。他讓我們看放在
溫室中風幹的咖啡豆。他說他們利用

農場上的所有東西，皮被保存並變成
土壤的堆肥。

質量分類
他向我們展示如何根據物理缺陷

將咖啡豆進行質量分類，並分為第一
類和第二類豆類。他說，最優質的第
一類豆類大多出售給國外市場。

不幸的是，第二類豆類被出售給
批發商，這些批發商混合搭配並製造
低質量的咖啡，這些咖啡通常在哥倫
比亞國內消費。

El Ocaso 將其部分豆類出售給全
世界銷售的全國咖啡聯合會，但 El
Ocaso 也以自己的商標出售部分豆類
，可在幾家特色咖啡店購買，我們在

現場購買了一些El Ocaso咖啡豆。
品嘗咖啡
何塞讓我們坐在美麗的傳統房屋

的露台下，在那裏我們經曆了釀造傳
統咖啡的儀式：

在釀造前手工磨豆，並確保用最
新鮮的杯子。

將水加熱到沸點以下，最好在攝
氏90度，以確保不會燒咖啡。

然後在傳統的織物過濾器中巧妙
地倒入熱水，一杯咖啡甜美可口，絕
對新鮮。

感覺從我們走過的土地上喝一杯
咖啡真是太享受了，真的知道喝的咖
啡來自哪裏。

遊覽El Ocaso咖啡農場 品嘗聞名世界的哥倫比亞優質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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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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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僑鄉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2月21日周叁前往
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會發表講話，並尋求“武器、武
器和更多武器”，這是他自 300 天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的首
次出訪。

澤倫斯基表示，此次訪問旨在加強烏克蘭的“彈性和防禦能
力”，因為俄羅斯在隆冬時節多次襲擊烏克蘭能源和供水設施。

總統政治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 （Mykhailo Podolyak）
說，這次訪問顯示了兩國之間的高度信任，並讓他有機會解釋基
輔需要什麽武器。

波多利亞克告訴路透社：“這最終結束了俄羅斯方面的企圖
……它想證明我們的雙邊關系據稱正在降溫。”

“當然，這還差得遠。美國明確支持烏克蘭。”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拜登將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近 20 億美

元的進一步軍事援助，其中包括愛國者導彈發射台，以幫助烏克
蘭抵禦俄羅斯的導彈彈幕。

波多利亞克說：“......武器，武器和更多武器！重要的是要
親自解釋為什麽我們需要某些類型的武器，特別是裝甲車、最新
的導彈防禦系統和遠程導彈。”

澤倫斯基的訪問預計將持續數小時。
他將于下午 2 點 30 分在白宮與拜登舉行會談。 參加與美國

總統的聯合新聞發布會，然後前往國會山在美國參衆兩院聯席會
議上發表講話。

俄羅斯于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目的是在幾天內占領基輔

，但很快證明這個目標遙不可及。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
將他所謂的俄羅斯“特殊軍事行動”稱為俄羅斯“去納粹化”烏
克蘭，因為莫斯科最終挺身而出，試圖利用 1991 年蘇聯解體摧
毀西方的支持。數以千計的軍人和平民被殺，數百萬人被迫逃離
家園，整個城市化為廢墟。

周叁，普京在高級國防部長年終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現出蔑
視，稱俄羅斯軍隊像英雄一樣戰鬥，將配備現代武器，不惜一切
代價，並將實現莫斯科的所有目標。

拜登將與他在過去 10 個月裏經常交談，但自戰爭爆發以來
沒有面對面。 這位美國官員表示，他不會利用會談將澤倫斯基
推向與普京的談判桌。

克裏姆林宮周叁表示，它認為沒有機會與基輔進行和平談判
。 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在與記者的電話中表示，西方繼續
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將導致沖突“加深”。

拜登政府向烏克蘭提供了約2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包括火
炮彈藥、NASAMS 防空系統彈藥和高機動火炮火箭系統（HI-
MARS）彈藥。

澤倫斯基一再呼籲西方提供更多武器。
他的辦公室說，周二，他出人意料地訪問了東部前線城市巴

赫穆特，強調了防禦俄羅斯斷斷續續但堅持不懈的占領它的重要
性。

在他的夜間視頻講話中，澤倫斯基稱這是一次前往頓涅
茨克的“巴赫穆特要塞”的旅行，俄羅斯于 9 月宣稱對該省擁有

主權。 大多數國家拒絕接受俄羅斯的非法占領。
澤倫斯基辦公室發布的視頻顯示，他身著卡其色軍裝，在破

敗的工業園區向士兵們頒發獎章。
相比之下，普京在克裏姆林宮舒適地向俄羅斯聲稱已吞並的

烏克蘭四個地區的俄羅斯任命的領導人頒發獎章。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Ukrinform TV 發布的視頻片段顯示，巴

赫穆特的軍人向澤倫斯基遞交一面烏克蘭國旗，上面有他們的簽
名。

澤倫斯基在視頻中說：“我們將把它交給國會和美國總統。
” “我們感謝支持，但這還不夠。”

普京周二承認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部分地區存在問題，包括
俄羅斯所謂的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烏克蘭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表示，俄羅斯的采礦活動減
緩了該地區與烏克蘭軍隊的沖突。

它在電報上說：“整個前線最困難的方向是巴赫穆特，俄羅
斯人設定了一個目標，至少要在那裏贏得一些勝利。”

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一項政府資助法案，其中包括向烏克蘭和
北約盟國提供 449 億美元的緊急援助。 這筆錢將用于軍事訓練
、裝備、後勤和情報支持，以及補充運往烏克蘭的美國裝備。

世界銀行周二表示，它已經批准了一項總額為 6.1 億美元的
烏克蘭額外融資計劃，以解決緊急救濟和恢複需求。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前往華盛頓尋求
“武器、武器和更多武器”

侨 乡 广 东

开辟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渠道

中国（汕头）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简称“汕

头保护中心”）是广东省内第三个获批的地方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汕头深入推进知识产

权服务工作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 2021 年 4 月，经汕头市司法局

批复，汕头市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在汕头保

护中心挂牌成立，成为汕头市首个知识产权纠纷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进一步完善知识

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保护

周期长、成本高等难题，为专利权人开辟了一条

高效、专业、快捷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渠道。

此次再由汕头市司法局授牌设立涉侨纠纷

化解工作联络点，是汕头保护中心延伸知识产权

服务触角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联络点将为涉侨知

识产权纠纷案件在诉前进行有效调解和解决提供

沟通与桥梁，同时也为侨界群众知识产权法律咨

询、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提供尽可能的方便和解决

渠道。

据悉，汕头保护中心立足国家级中心职能定

司法护侨益  架起连心桥
新设三个涉侨纠纷化解工作联络点

近日，汕头市司法局在汕头市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金平区司法局小公园司法

所和濠江区广澳街道东湖社区挂牌设立了涉侨纠

纷化解工作联络点，旨在整合多部门力量，依托多边

调解发挥基础作用，创新延伸服务触角，切实维护侨

胞侨眷侨商权益。

当前，汕头市正携手海内外潮人，奋力书写新时代

“侨”文章的崭新篇章。涉侨纠纷化解工作联络点挂

牌后，各联络点将充分发挥“前沿阵地”“哨点探

知”和“沟通桥梁”作用，及时为侨胞侨眷开

展沟通联络、纠纷化解工作，最大限度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化解在早。

位，主动作为，推行

“一站式、一体化”

工作模式，加强知

识产权培育指导，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并依

托汕头知识产权公证服务中

心、汕头知识产权仲裁中心、汕头市知

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平台优势，

结合与广知院、市中院、市仲裁委签署相关

衔接机制，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了更全面

的救济途径，打通涉侨知识产权维权渠道，切实

维护侨商权益。

下一步，汕头保护中心将以设立联络点为契

机，为调处化解涉侨知识产权矛盾纠纷搭建良好

平台，开展涉侨知识产权保护宣传，线上线下共

治的涉侨纠纷联调机制，筑牢涉侨矛盾纠纷化解

“第一道防线”，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

侨企在汕提供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

“枫桥式司法所”化解侨房纠纷

去年5月，小公园司法所受理一起侨房纠纷。

原来，魏先生祖父的伯父在民国时期买下了这处

房产，迁居马来西亚后，房产由他人暂住，一直

没有收回。作为继承人，魏先生在收回房屋时，

与住户沟通却并不顺利。小公园司法所了解情况

后，从情理和法理出发，对双方开展调解，最终

让住户自愿腾退，让侨房物归原主。

这是汕头开展专项化解工作，依法保障侨胞

合法权益的一个缩影。设立在开埠区中心的小公园

司法所，承担着深化小公园法治建设的重要职能。

据了解，作为“枫桥式司法所”示范点，小

公园司法所抓实人民调解这一民心工程，深化大

调解体系，扎实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与司法调解、个人调解协同联动，

并作为对接侨胞的重要基层窗口，积极为民办事、

为民解忧。

此外，作为对接侨胞的基层点，小公园司法

所还会定时开展侨法咨询活动，发放涉侨相关政

策和法律宣传资料，遇到一些复杂问题，还会指

引他们前往侨胞侨属法律援助专门窗口求助。设

立涉侨纠纷化解工作联络点后，小公园司法所将

继续大力提升为民服务的软实力，继续为海外华

侨华人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指引、法律援助、纠

纷化解等多项法律服务，依法保护华侨华人的合

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人民调解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和人文关怀，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吸收侨胞侨眷纳入调解员

濠江区广澳街道东湖社区是一个有着 800 多

年历史的著名侨乡，素有“番客村”之称，现有旅

外乡亲约 1.3 万人。近年来，东湖社区结合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挖掘、整理、提升侨村人文景观，讲

好侨村故事，建设具有潮汕文化特色又兼具侨文化

元素的“最美侨村”。

因其侨村属性，在汕头市、濠江区两级司法

局的指导下，广澳司法所积极推进涉侨纠纷化解工

作，充分整合资源，在东湖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基础上，打造东湖社区涉侨纠纷化解工作联络点。

在优化场地建设上，以东湖社区公共法律服

务室为基础进行改造和优化，广澳司法所增设配套

设施，为涉侨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工作场地。同时，

认真选培人民调解员和“法律明白人”，定期开展

业务培训，并充分吸收侨胞侨眷纳入调解员和法律

明白人队伍，在涉侨纠纷化解中发挥良好作用。

此外，东湖社区充分发挥法治专员和社区法

律顾问的作用，要求法治专员和法律顾问积极参

与涉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认真严谨提出法律意

见，为涉侨矛盾纠纷的化解提供专业、精准的参

考。广澳司法所表示，将以挂牌涉侨纠纷化解工

作联络点为新起点，进一步推动维护华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合法权益工作向纵深发展。

（南方日报 蔡沚彦）

潮州东联络线 12月底建成通车
近日，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在建高速潮

州东联络线最后一段沥青路面已完成摊铺，主线

路面施工圆满收官，计划本月底建成通车。

据介绍，为保障路面的平整度和压实均匀度，

项目严格把控从原材料生产到路面摊铺的每一个

环节，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高质量完成了垫层、

基层、沥青路面的摊铺施工。

目前，项目正加快推进高速出入口、交安、

绿化、交工验收等收尾工作，全力保障项目如期

建成通车。

潮州东联络线全长约 6.3 公里，大致呈南北

走向，项目的建设不仅对优化完善粤东地区高速

路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广东

省高速路网的互联互通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

“宁莞、沈海两条‘交通大动脉’将通过潮

州东联络线实现连通。”据项目负责人邱新林介

绍，项目通车后当地群众出行、物流运输的路线

将更加便捷，沿线区域前往长三角、珠三角，行

程均可节约至少 20 分钟路程。

（南方日报 袁佩如 林琳 刘继伟）

路面工程顺利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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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憧憬通關復常投資者整裝購舖
防疫放寬刺激旅客 每月舖位成交料倍增

內地和香港進一步放寬防疫政策，市場期望兩地落實恢復正常通關

好事近了，不少舖位投資者正整裝待發，積極物色並入手低水筍舖。盛

滙商舖基金創辦人李根興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年出現多種負面因

素，對舖市產生重大衝擊，但同時認為目前特區政府全面放寬防疫及社交距離

的措施比以前明確，加上內地調整疫情防控政策對穩定經濟有重大貢獻，睇好

明年市道，有信心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短期能實現，已準備6至8億元（港元，

下同）於明年入手約40間地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李根興在訪問中表示，預計明年舖市走向由
多方因素左右。向好的是：香港和內地可

望上半年能全面復常通關；本地全面放寬防疫
及社交距離措施；俄烏開始和談讓通脹見頂；
美國息口到頂並開始放風減息，此亦是最重要
的一點。如果以上四點皆朝好的方向發展，核
心區舖價將會升兩至三成，民生舖升一至兩
成。整體成交量也會較今年大升近一倍，預期
平均每月近180宗商舖註冊成交。明年二、三
月會有舖市小陽春，配合復常通關甚至乎有大
陽春出現。

李根興：放寬傾向明確
至於向壞的方向，他提到可能包括：疫情

反覆，下年內地與香港未能全面復常通關；美
國繼續加息未見頂；俄烏不停戰，通脹繼續上
升。如果各點向壞發展，核心區舖價就會跌多
15%至20%，民生區再跌10%至15%。整體成
交量將會持續低迷，預料保持在每月約100宗
水平。

然而，他相信，目前政府全面放寬防疫及
社交距離措施的傾向比以前明確，正如在2018
年大約有6,500萬名入境旅客，約八成來自內
地，而購物又比起置業更少資金限制，復常通
關對舖市的影響會比起住宅市場更直接，只要
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勢將會對香港的零售業
甚至經濟有重大提振作用。

為迎接來年機遇，他表示，明年目標是買
入總值6億至8億元的街舖，約30間至40間。

比例上，約買入一半民生及一半核心舖。同
時，明年預期沽出總值約3億至4億元的街舖，
約10間至13間。

隨着香港特區政府放寬入境檢疫措施至
“0+3”，訪港旅客已見略為回升，市場憧憬
明年香港有望與內地正常通關，不少餐飲業及
零售商都有望迎來轉機，紛紛伺機趁租金較高
峰期普遍大跌70%下，於核心區包括中環、銅
鑼灣及尖沙咀一帶入市租舖擴充。有投資者亦
開始於核心區銅鑼灣區買舖收租。

李根興認為，現時人人都在等與內地恢復
正常通關，近月來不少租客已偷步租核心舖開
旗艦店或分店，相信舖市最差時候已過，明年
下半年至年底美國加息會見頂，甚至乎有機會
下降，預期明年民生舖呎租會持平，核心舖呎
租則會觸底回升10%至20%。

蔡志忠“心水”低水工廈
另一方面，資深投資者蔡志忠表示，政府

取消安心出行，對於零售市道實際影響不大。
以他所觀察，其取消只對零售商心理上會有正
面作用，但也贊成政府逐步放寬的做法。

他又指，理論上防疫措施放寬，今年聖誕
的零售生意應該會比去年好，但面對國際地緣
政治變化、加息以及經濟衰退影響，加上本地
消費力薄弱，對於農曆新年前的市況保持審慎
樂觀。被問及有何投資部署，他指自己也有物
色，明年的“心水”將會是民生舖以及現時處於
低水的工廈物業。

香港零售消費於下半年維持平穩，主要仍依賴
本地消費。仲量聯行香港商舖部資深董事陳永慧表
示，下半年疫情回穩，令租戶重拾信心，並在多區
物色商舖。其中，餐飲業租賃需求仍然強勁，藥房
過去數月開始重返核心街舖。由於舖租顯著調整、
本地消費力高及內地旅客有望回歸，鼓勵海外零售
商在港擴張，首度進駐香港的海外商戶數目與去年
相若。

核心街舖租明年或升10%
該行指，今年核心街舖租金下跌10.6%，較2014

年第三季高峰期低75.5%；優質商場租金則僅跌
5.2%。由於旅客尚未恢復，核心街舖面對空置壓力，
令空置率升至16.6%。陳永慧認為，若內地繼續放寬
防疫及旅遊限制措施，將有助支持香港商舖市場，預
期核心街舖租金將於明年上升5%至10%，優質商場
租金則升0%至5%。

另一邊廂，戴德梁行執行董事及香港商舖代理及
管理服務主管林應威表示，雖然香港舖租疫情間持續
調整，但卻仍然領先亞太區，反映香港整體零售市場

的韌性。近日內地放寬疫情防控措施，為與香港復常
通關帶來曙光，而過去數月亦見入境香港人數慢慢回
升。

商場舉辦活動刺激人流
談及近期舖市，他表示，觀察到部分早前撤出

核心地段或減少分店的品牌，近期開始重新部署招
募零售人手，為通關復常做好準備。商場方面，業
主願意以更具彈性的租賃條款招引能帶來人流的品
牌進駐，亦舉辦不同類型主題活動，務求帶動商場
人流和顧客購物氣氛。他預期，明年街舖和餐飲店
舖租金有望在今年的低位稍微回升0%至5%不等。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預
計，香港聖誕至新年零售額在港人外遊下不會有太
大增長，甚至短期內有下跌情況，仍需要全面復
常，以旅遊需求帶動香港經濟。

他又補充指，外地旅客對於香港的印象仍是
“限制多多”，削弱來港旅遊的動力，政府應多做
宣傳，向外界展示香港經已“復常”，只要打齊
針，旅客在港活動將與平常無異。

專家：品牌近期重新部署

◆盛滙商舖基金創辦人李根興有信
心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短期內實
現，已準備6至8億港元入手地
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攝

◆◆有品牌趁租金低水而進駐核心有品牌趁租金低水而進駐核心
區區，，如李寧在廣東道設旗艦店如李寧在廣東道設旗艦店。。

◆香港持續放寬防疫政策之餘，不少品牌已偷步在核心舖開旗艦店或
分店，迎接日後復常通關的商機，商場亦舉辦活動以增加人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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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高爾(右)
安慰球員。

路透社

離絕地反勝僅差一步 荷足憾別世界盃

◆◆韋格賀斯韋格賀斯((左左))協助協助
荷蘭隊絕地扳平荷蘭隊絕地扳平，，最最
終卻功敗垂成留憾出終卻功敗垂成留憾出
局局，，球員都難以接受球員都難以接受
賽果賽果。。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美斯帶
領阿根廷殺入4強，由C朗拿度壓陣的葡萄
牙卻緣盡世界盃！摩洛哥10日晚8強賽再
演“黑馬”本色，以1：0淘汰葡萄牙，成
為首支殺入世盃4強的非洲球隊，將於北京
時間15日凌晨四強賽爭入決賽。

葡隊教練費蘭度山度士上仗讓新秀
干卡路拉莫斯代替C朗踢正選即大勝晉
級，C朗是役續列後備，正選變動有魯
賓尼維斯頂替威廉卡維奴。葡軍上半場
控球時間較多，祖奧菲歷斯多次埋門都
無功而還。完半場前3分鐘，葡隊門將
迪奧高哥斯達出迎失誤，身高1米 92的
安尼斯利接應左路傳中，如飛將軍從天
而降跳頂破網，被動的摩隊意外領先。
完半場前葡軍有般奴費南迪斯射中門
楣，換邊後山度士亦別無選擇，51分鐘
換入C朗及祖奧簡斯路，加上對手中堅
路曼沙斯57分鐘傷出，葡軍佔盡上風，
但始終無法攻破摩隊門將保奴十指關。
完場前有查迪拉被逐的摩隊力保勝局，
打破1990年喀麥隆、2002年塞內加爾及
2010年加納的8強最佳紀錄，成為首支
殺入世盃準決賽的非洲隊。葡軍則未能
複製1966及 2006年打入4強的歷史，37
歲的C朗高舉世盃夢想幻滅。

摩洛哥入摩洛哥入44強締非洲紀錄強締非洲紀錄

今年71歲的雲高爾是本屆世盃年齡最大的
教練，2019年他在電視節目中申明自己

已退休，但2021年在國家隊需要他之時決定第
三次接過帥印，不顧自己罹患癌症，帶隊闖入
決賽周。有媒體評價稱，本屆荷足陣容，最大
名氣的不是後防大將雲迪積克或進攻核心迪
比，而是主帥雲高爾。在世盃史上兩次被阿根
廷以互射12碼方式淘汰，兩場荷蘭隊教練恰巧
都是雲高爾。

捨傳統踢務實足球褒貶參半
雲高爾執教過阿積士、巴塞隆拿、拜仁慕

尼黑和曼聯等豪門，執教生涯曾被球迷和球員
喻為“球壇獨裁者”，被冠以“自信、傲慢、
固執、充滿統治慾”的標籤。他執教拜仁時曾
因射手東尼用餐時大聲喧嘩，衝過去將他抽起
險些摔出座位；執教曼聯時，他不顧尹佩斯與
球會未完約就逼其離開。而雲高爾則形容自己
是“人際關係專家”，曾說：“我知道何時該
對球員仁慈，何時需給他們上鍊。”

雲高爾還堅持自己的足球理念，常與名宿
發生爭執，曾和貫徹全攻全守華麗足球的告魯
夫針鋒相對。雲帥堅持“睇餸食飯”，根據情

況使用實際的戰術，不要求一定要踢得漂亮。
在不少荷蘭人眼中，大踢務實足球就等同對全
攻全守荷蘭隊傳統的背叛。

雲高爾在1990年代也曾用全攻全守把荷
甲豪門阿積士帶上巔峰，但2014年執教荷軍
征戰世盃的他卻不顧批評放棄傳統433陣形，
首場小組賽以五後衛和雙防中鎖死西班牙的傳
控足球，大勝5：1。 今屆賽事，他依舊選擇
了“功利”的防守反擊戰術，一路闖入8強，
其中上仗入美國隊的三球就是全部來自防反攻
勢。

是役在一度落後兩球下，補時最後時刻通
過罰球攻勢由韋格賀斯射入扳平2：2的精心
部署，成了被認為是能載入世盃史冊的經典。
只是互射12碼被阿根廷門將達米安馬天尼斯
救出兩球輸3：4，緣盡4強。雲高爾承認己隊
上半場沒踢出最佳狀態，“我們控球時總是找
不到一個自由球員，下半場我試圖改變這點，
改踢433、然後是4411及442陣式。”

功成身退自豪留下美好遺產
雖然遺憾出局，但雲高爾對球員下半場的

表現已感滿意：“我們在下半場奮力拚搏，跑

動比對手多得多，落後兩球下扳平。不幸的是
射輸12碼，我們竭盡全力還是未能阻止這情況
發生，令人非常痛心。”老帥最後臨別寄語：
“我不會續掌兵符了，但我留下的是一支優秀
的球隊，有着偉大的精神和豐富的技術。（這
任期）我執教了20場比賽，（除了今仗）一場
也沒有輸，那是一段美妙的時光，我很自豪為
荷蘭足球留下一份美好遺產。”

◆新華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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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隊在10日凌晨8強大戰於落後兩球下補時扳平，最

終僅以互射12碼3：4憾負阿根廷，結束卡塔爾世界盃征

程，三掌兵符的雲高爾亦完成使命。這位老帥以其鮮明的個

性和務實的執教風格贏得世界足壇的尊敬，他和其執教的荷

蘭隊也成為本屆世盃令人難忘的一抹亮色。

抱病完使命抱病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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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荷
蘭再次和世盃冠軍無緣，主帥雲高爾亦
宣告結束第三次國家隊教練生涯，以目
前情況看來，接任的朗奴高文能否坐穩
帥位，以及如何處理人才不足的問題，
將成為“橙衣兵團”未來發展關鍵。

雖然荷蘭足球一向被稱讚有良好發展體系，但荷蘭隊
近年卻一直未能找到讓人放心的教練，名宿如法蘭迪保亞
等均失敗收場，否則雲高爾亦不用第三度“出山”。在雲
高爾離任後，曾於2018至2020年執教過國家隊的朗奴高文
將再次領軍，這位59歲名帥上次執掌荷隊時曾取得歐洲國
家聯賽亞軍，整體成績不俗，但由於他之後帶領巴塞隆拿
成績欠佳，難免令人擔心他會否再次失敗收場。

事實上朗奴高文將面對不少問題，如球隊近年部分位
置包括門將、翼鋒和前鋒均出現青黃不接，否則雲高爾今
仗重要關頭亦不用在前場放上盧克迪莊和韋格賀斯等風格
不合的高大前鋒爭高波，以及要重用只効力小球會的門將
安達斯諾柏，假如球隊上述位置還是沒有合適新人出現，4
年後世盃要取得突破並不容易。

橙軍王朝重建非坦途

▶去年贏得美洲盃獲
美斯讚譽居功至偉的
達米安馬天尼斯，於
阿仙奴屈居副選近
10年，兩年前終以
正選身份領軍贏得足
總盃，現効力維拉的
他是役兩救12碼再
做英雄。 美聯社

◆◆美斯美斯((左二左二))
帶領阿根廷隊帶領阿根廷隊
友友，，與球迷一與球迷一
同享受勝利的同享受勝利的
喜悅喜悅。。 新華社新華社

雲雲高爾高爾歷史留名歷史留名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報道）雖
然C朗拿度今屆世盃在隊中失去核心地位，但無礙他繼
續成為新聞主角。一時傳他為保正選要挾離隊，又傳他
即將加盟沙特阿拉伯球會掘金，但種種負面新聞依然無
損他在“忠粉”們心中的神級地位。

雖然C朗連續第二場被貶後備，但10日現場所見，
他仍是葡隊球迷心中的王牌，不僅大部分人繼續身穿他的
標誌性7號球衣，更有人拉起自家製橫額及旗幟以示對C
朗的支持和信任。作為C朗“死忠”的Miguel坦言，媒
體報道對他的偶像不公平：“你只要看看他長久以來為國
家隊的貢獻，就知道新聞所說的都不是真的，C朗拿度是
我們歷史上最好的球員，他值得更公平的對待。”Miguel
承認，新秀干卡路拉莫斯表現不錯，但關鍵時刻還得靠C
朗：“拉莫斯是表現不錯，但沒有C朗拿度的經驗，我相
信球隊遇到困難時只有C朗拿度可以挺身而出，無論正選
或是後備，他依然是我們的英雄。”

◆葡球迷為C朗打氣。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 攝

◆C朗(右二)入替卻當不成救主。 美聯社
◆安尼斯利(紅衫)把握迪奧高哥斯達犯錯跳頂
破網。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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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坐落於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凱蒂（Katy ),
是休士頓地區正蓬勃發展的衛星城市之一，現有超過31萬的居
民。交通便利再加上鄰近能源走廊— 國際能源集團及石油公司
的聚集地，為休市凱蒂區帶來人流並帶動經濟繁榮。加上當地政
府推動的造鎮計劃，吸引了多個大型商業地產及百貨投資，使凱
蒂成為休士頓地區最受亞裔群體喜愛的宜居之地。加上凱蒂獨立
學區連續兩年被評為休士頓排名第一的公立學區，教育體系十分
完善。良好的教育環境，吸引眾多中產華裔與亞商群體喜愛的宜
居之地。

「凱蒂超市」便是順應凱蒂新華、亞裔生活圈，於今年七月
十五日新開張的華人超市。位於凱蒂的中心點Mason Road上，
介於Westhemer 大道與十號公路之間。是凱蒂地區的居民每天必
經之地。佔地利之便，開張不到半年，幾乎凱蒂地區的居民，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認識的不止 「凱蒂超市」宏偉的外觀，
整潔、美觀、貨品齊全的內部。兩位負責老闆黃敏及吳曉永皆來
自紐約的超市業界，在貨源的開拓方面，往往有休市超市無法企
及之處，這也是 「凱蒂超市」的顧客在貨架前常有意外的驚喜～
他們看到了別家超市沒有的 「好貨」！

「凱蒂超市」不僅貨好, 有別家沒有的珍稀好貨，還每週推出二
十多種特價品，不賺錢、售完為止。很多人每周來這裡是衝著這些特
價品而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能看緊荷包，又能買到好貨，才不枉
來此一趟！

「凱蒂超市」本週（12/23-12/29/22 ）的特價品，包羅了海鮮、
肉類、罐頭、乾貨及各種節日禮盒二十餘種，分述如下： 「海鮮類」
有百勝老蟶，每磅$6.99，售完為止；澳洲龍蝦尾，每磅$24.99，售完
為止；一級象拔蚌，每磅$24.99， 售完為止；李先生香辣魷魚，每袋
$3.99，售完為止； 「蔬果類」有長紹菜，每磅$0.79； 唐芥藍，每磅
$0.99； 上海苗，每磅$1.29； 豆苗，每磅$2.49；加州鴨梨，每磅$0.99
；沙田柚，每個$2.49； 「肉類」有金枕頭榴蓮肉，每袋$9.99；雞中
翅，每磅$3.79，售完為止；牛仔骨，每磅$3.89，售完為止；切塊羊
肉，每磅$3.99，售完為止； 「乾貨、罐頭類」有米粉，每袋（2磅裝

）$3.99，牛肉罐頭,每罐（326G )$5.99 ；寶星豬皮，每袋（5 OZ )
$5.99 ； 第一家印度煎餅系列，每盒$1.99； 馬卡龍乳酸菌奶昔,每份
$1.99；牛頭牌沙茶醬，每罐（26 OZ )$8.99 ; 健力米粉，每袋（500G )
$1.99 ; Lambertz 餅乾禮盒，每盒（750G )$12.99; Gavottes 餅乾禮盒, 每
盒（1.25KG )$24.99 ； G7 三合一咖啡.每袋（100Pack )$14.99。

「凱蒂超市」並有禮卡充值活動：凡在該超市充值$100禮卡，送
$5元禮卡，充值$200 禮卡，送$10 元禮卡；充值$300 禮卡，送$15元
禮卡；充值$500禮卡，送$30元禮卡；充值$600禮卡，送$36元禮卡。
（以此類推，上不封頂）

「凱蒂超市」現正請收銀員，需具合法身份, 有經驗者優先。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 ) , 營業時間：每天上午

九時至晚間九時，該超市地址：1525 Mason Road, Katy, TX 77450, 電
話：（346 )588-9988

「凱蒂超市」 地理位置特佳，貨源充足,價格公道
每周推出精選特價品，一趟 「凱蒂」 ，收穫滿滿

節能有方節能有方 冬天家庭與商業節能的技巧冬天家庭與商業節能的技巧

(本報休斯頓報導) 冬天寒冷的時候
，家中免不了要開暖氣，眾所周知，暖
氣非常耗煤氣或是電力，大部分獨立房
子的暖氣使用煤氣，而公寓或是聯排別
墅(town house)的暖氣則多數使用電力。
家裡的煤氣費或是電費在冬天總是往上
爬升，無論是家庭、商業用電或煤氣，
在冬天時您知道如何聰明節能而省錢嗎
？

Reliant電力公司華語市場負責人林
玉儀(Yuyi Lin)表示，冬天氣溫低，為了
保暖，暖氣的使用率高，但還是有不少
方法可以幫助家庭省電、省煤氣，以下
是幾個省電妙方。

一、門縫、窗戶縫要阻隔風
封好門縫，夏天可以減少冷氣外漏

，冬天也不會灌冷風進來。冬天時，用
手在門縫感覺一下，如果覺得有風，那
表示門沒封好。封好門縫，每個月可以
省約5% -10%左右的電。如果家裡的門
已經舊了，也可以考慮換一個門，Dou-
ble doors好處不少。如果家裡有養狗，
加上狗門也是個好點子，既防風，又能
減少蚊子進來。要封門縫，可以在門底

貼上能防塵隔音隔熱的防風條，或是用
毛巾也可以。

二、暖氣溫度不要開太高，多穿一
件衣服。

暖氣耗煤氣或電很多，其實，在家
裡可以多穿一件毛衣，穿棉襪，注意腳
、脖子的保暖，這樣溫度就不需要開那
麼高，建議將溫度器在夏天時設為78F，
在冬天時設為 68F，溫度額外上升或下
降的每一度，都會增加6%到8%的能源使
用。暖氣不開太高，不僅可省電，也對
美容與身體健康好。暖氣吹多臉會覺得
乾燥，長期則容易會有皺紋產生；而暖
氣不開太高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屋裡
屋外溫差太大，這樣要外出時，就不會
感覺明顯的不舒適。

另外，房子可以局部（如睡房）使
用暖爐，不必整個房子的溫度都一樣，
這也能省電。在使用暖爐之前，要記得
先把堆積的灰塵打掃乾淨，效果會更好
。用暖爐時，也要注意通風，不要離牆
太近，旁邊可以放一杯水，這樣空氣不
會太乾燥，感覺比較舒服。

三、烘衣機內用烘衣球

在烘衣服的時候，可以用烘衣球
(Dryer balls)，這有很多好處，首先是可
節省烘衣時間，烘衣球能讓熱空氣在裏
面對流的更好，節省時間，就能省電。
其次，烘衣球在裏面滾動，可以把衣服
分隔開來，比較不會糾結在一起，且可
讓衣服蓬鬆，減少皺痕。

四、烘衣機、冷暖氣機裡的過濾網
應常清潔，定期清潔或更換家中的所有
過濾網，把上面的灰塵等清除掉，發揮
機器的效能，也可以省電。

五、用冷水洗衣服亦能省電:不少人
以前用熱水洗衣服，現在改用冷水洗，
也是省電的方法之一。

六、使用烤箱時勿經常打開看，每
次查看時，烤箱溫度都會下降25華氏度
，因而使烤箱耗費更多能源來恢復溫度
。

七、使用計時器(Timer)控制戶外燈
，確保戶外燈只在黃昏到黎明時亮著，
不會忘記關燈。

八、不要讓電子設備整天開著。僅
在需要時打開計算機、顯示器、打印機
和傳真機等。

九、晚上用洗碗機/洗衣機/乾衣機
，盡量不在下午4點到6點的用電高峰期
使用，可減少電網的壓力，並減少發生
緊急情況的可能性。

十、將冰箱溫度設為製造商所建議
的溫度，避免過度冷卻和浪費能源。

十一、盡可能使用自然光，不用燈
時要關燈。電燈費約佔一般家庭水電費
的12%。

十二、不要讓手機整夜一直插著電
源，充電只需幾個小時。

Reliant 電力公司
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
司，知道用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銀子。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太太
最後選擇用 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是
Reliant服務好，口碑信譽俱佳，是德州
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BBB 的年度Ex-
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
獲得專業肯定。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

Reliant的電，Reliant有華語的負責人幫
忙，就是林玉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
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
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頓的華裔市場，她國語、粵語和英文

都相當流利，在Reliant銷售電力10年，
曾在I10 Ranch 99大華內的Reliant 門市
部銷售電力 7 年，現在辦公室在 Sugar
Land KWSW。她能為家庭住戶和商業提
供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
務，Reliant還提供防盜系統。與她合作
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她在解
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人很靠譜，且
總是為客戶的利益著想。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
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商業電
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來了
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的量度單位是千瓦時（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
價格。通常天然氣、氣油、太陽能、風
能、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來影響 Energy
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
某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地方
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運輸過程中電
會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收費
，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
的Energy Charge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
體合同而定。

第二部分是用電的速度 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
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
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以快快用
15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麼用沒什
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
電差別可大，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15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
電的比例影響。如果你某個15分鐘用電
很多，Demand大，電線桿公司沒為你預
估大的用電量，讓他們失去了預算，會
收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
，並非電力公司決定。休斯頓的電線桿
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

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果
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電，
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在
15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上
述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通電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
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5天辦比較好，
因為查證件需要1-2个工作曰。大部分
人，若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要
5pm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些
公司要幾天才能通。休斯頓的大多數電
錶是智能遠程電錶，但不能遙控的電錶
，一般通電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如轉換到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
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封好門縫封好門縫，，每個月可以省約每個月可以省約55% -% -1010%%左右的電左右的電

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節省烘衣節省烘衣
時間時間，，也就能省電也就能省電

林玉儀負責林玉儀負責ReliantReliant電力公司華裔市場電力公司華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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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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