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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中國回撥號；免費綁定2部手機；麒麟電視免費看；免押金、免運費、免租金；保留原號

“電話+手機+電視”

三合一的贏家
麒麟電話 + 手機全球任打 + 電視$15.99(合約期）

$7.77(前三個月）

KyLinVoice麒麟電話 立即致電 :1-888-927-4843                
誠徵經銷商，意者洽Reseller.support@kylintv.com

促銷至7/31/2015。訂購全球包月24個月計劃:第1-3個月: $7.77/月，第4-24個月: $15.99/月。須履行24個月合同，提前終止合約需按合約剩餘期限支付 $12/月提前終止費用並需補償此優惠所得的折扣價值)。免月費中文電視僅需付開台費$50/年(第二年需致電麒麟電視才可得此優惠價)訂購麒麟電話需使用麒麟提
供的電話設備，需在取消服務後10天內寄回麒麟電視。在同一帳戶下注冊的所有電話設備撥打或者呼叫轉移的分鐘數都累積計入該帳戶的總消費分鐘數，並按套裝計劃對應費率計費。麒麟電話支持的E911與傳統的911服務有所不同，使用麒麟電話需高速上網服務，所有價格不包括上網服務。詳情請參考麒麟電話服
務條款。不得與商家其它優惠合並使用。適用額外費用和稅項。本促銷活動其它限制及活動條款詳情請致電麒麟電視或查詢http://v1.kylintv.com/kylinvoice/terms_CHT.pdf. 麒麟電視保留對其商標, 商號及服務標識的權利。*全球包月套裝包括30+指定國家，詳情參見http://www.kylintv.com/kylintv/us/cht/
phone/phone-packages#A

國華 617-695-3228   惠康 617-376-9595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
族、電腦族丟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
鳴、突然間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
階段性惡化

貝佳天然藥業

   感恩節大酬賓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

心血通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 腦 靈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特約經銷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免費

洽詢

【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966-61XX) 內蒙古老
爸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
血通，晚上兩粒益腦靈，頭痛、手麻明顯減輕，
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購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骨精華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是當代骨科學的創舉，哈佛大學醫學院等研究證明效
果卓著，國際骨關節炎學會主席羅蘭博士（Dr. Roland）稱其為“緩解疼痛、
消除炎症、修復關節、防止骨鬆”新一代骨保健品，其三大優勢是 :

心腦健康得安寧

美國心臟學會 Sinatra 醫學博士強力推薦專利產品心血
通所含 CoQ10、Salvia、Notoginseng 是心臟健康最佳
營養源：

新產品 繽紛上市

好產品 效果卓著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蝦青素風靡全球！護眼明目，
預防動脈硬化，強骨骼

納豆溶栓快速溶解血栓，降
血脂 / 膽固醇

白藜蘆醇           紅酒提取，顯
著抗衰老，維護心血管功能

伊美寶全植物改善更年期潮紅/
盜汗/失眠/心悸/骨質疏鬆

糖尿淨本品為加強型，下降血糖
值10%，預防糖尿病併發症

明眼素葉黃素含量最高！改善
眼疲勞 / 視力減退，預防白內障

美國專利產品益腦靈榮獲著名醫學博士 Haneline
專著《增強腦力》推薦，所含 Huperzine A 植物
藥是最新科研成果，效果卓著：

每個療程加送葡萄籽精    瓶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2015 最新見證】伊利諾州陳媽媽（見證電話630-888-92XX），原先頸椎、
腰椎、膝關節疼痛厲害，美國兒子買了骨精華，只吃二瓶馬上感覺頸椎及膝
關節疼痛減輕，行動自如了許多。●天津外國語學校創校校長範桐行，因骨
質疏鬆幾次骨折，她在美國的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折關節癒合，
願意實名見證骨精華的卓著功效。

貝佳天然藥業

【2015 最新見證】麻省徐先生（240-988-03XX）經常心悸、心慌，用
心血通一療程後，心悸、心慌改善，血脂正常，最近加購15瓶作為預防。 
●上海韓建煌先生被醫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 級極高
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胸悶胸痛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

感恩有你！ 美國專利健骨強心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51117_4分之1版繁

在你能够購置住宅而後跟房東道別
之前很久一段時間，你都必須為首付存錢
。

成為住房擁有者或許是你將做出的
最大經濟决策，而你必須設法拿出的資金
數額很大，因為通常的做法是先支付20％
的首付，然後用按揭貸款來支付剩餘的房

款。
如果你

的錢不够支
付這麽多首
付款，那麽
你會面臨更
高的每月按
揭還款，而
且不得不掏
錢購買按揭
保險，由此
使得整個購
房夢想最終
更加昂貴。

要想作
出相應規劃
，你心裏應

該對首付款數額有個底。據房地產資訊網
站 Zillow 報告，在美國，平均 20％的首付
款相當于 36,500 美元。當然，實際數額千
差萬別，取决于住房所處的位置以及你想
要購置什麽價位的住房。加州的住房通常
位居最貴之列，而在諸如北卡羅萊納和俄
亥俄等州購房就輕鬆多了。

雖然在决定是否從租房轉為買房時
需要進行相應的估算，但從全美範圍來看
，每月償還房貸仍舊比支付租金要來得更
加實惠。而且，你是在讓自己在住房中持
有的資產淨值逐漸增加。

不過，在如今的房地產市場上，掏出
全部首付款並沒有變得更加容易。Zillow
首席經濟學家斯文亞‧古戴爾（Svenja
Gudell）說：“遺憾的是，許多目前的租房者
都無法意識到自己擁有住房後可以節省
多少錢，因為隨著房屋價值和租金不斷
上漲，清除首付款障礙就變得越
來越難了。”

來看看哈佛大學住房研究中
心（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和非營
利組織“恩 特 普 賴 斯社區夥

伴（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最近
進行的一項調查。該調查發現，全美租金
支出占收入一半以上（經驗法則是租金支
出不宜超過收入的 30％）的人數已經從
2000年的 750萬激增至如今的將近1,200
萬。這一趨勢預計將會持續下去。

總而言之，租金持續上漲，加上收入
增長疲軟以及學生債務水平高企，這一切
都使得人們更加難以作出置業决定。因此
，更多想要購房的人正在等待更長的時間
，並且越來越求助家人和朋友來幫助他們
設法拿出首付款。

那麽，美國各大城市在這方面的排名
情况如何呢？圖表就是在這些都市地區購
買中位數價格的住房時需要存够的首付
款款。。((取材網路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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