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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規劃法律﹕
生前信託(Living Trust)﹑
人壽保險信託及其它特別信託
‧老人法律﹕
遺囑﹑
財務授權書(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醫療授權書(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生前遺囑(Living Will)
‧商業法律﹕
商業買賣合同﹑
貿易或經銷商協議
‧公司法律﹕
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有限公司(LLC)設立﹑
股東協議﹑
股權轉讓
‧房地產法律﹕
商業及住宅房地產買賣合同﹑
租約﹑
房東房客糾紛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人海外資產申報(FATCA)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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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專家為您計劃最優貸款方案

貸款 保證
利率 最低
實力雄厚, 服務最好, 代理數百家銀行, 電腦篩選最低利率
★各種身份, 各種購房貸款, 重新貸款,商業, 建築貸款等
★可選無點數, 無手續費, 低首付 ★免費咨詢, 免費提供預批準信
★提供律師審閱修改買賣合同免費服務
Broker MB 4156 MLO 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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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經銷商，意者洽Reseller.support@kylintv.com

KyLinVoice 麒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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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致電 :1-888-92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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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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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震撼彈
芝加哥
震撼彈 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被炒
被炒

（綜合報導）芝加哥市長
昨天投下震撼彈，開除該市警
察局長！
面對全市因為白人警察開
槍打死非裔青少年案而掀起的
示威抗議日趨激烈情勢下，芝
加哥市長伊曼紐 Rahm Emanuel
昨天上午正式要求該市警察局
長 麥 卡 錫 Garry F. McCarthy 辭
為了平息民怨，
為了平息民怨
，芝加哥市長伊曼紐 Rahm Emanuel（
Emanuel（中）
職。
路透社）
）
昨天召開記者會宣布，
昨天召開記者會宣布
，開除該市警察局長
開除該市警察局長（
（左）（路透社
消息傳出後，各界認為，
引發辭職風暴的事件，發生在去年 11
這是市長為了熄火，而拿警察局長開刀，以
平民怨。儘管市長伊曼紐仍然稱讚麥卡錫對 月 20 日 ， 17 歲 非 洲 裔 青 少 年 Laquan Mc芝加哥警局的領導，但認為，麥卡錫局長已 Donald 被白人警察 Jason Van Dyke 射殺，當
成為 「問題」之所在，而造成整個事件 「失 時事件本已為芝加哥市民所不滿。但在上
周，該一射殺事件的錄影畫面曝光，顯示該
焦」。
市長伊曼紐稱其開除麥卡錫局長之舉 名警察向死者連轟了 16 槍，立即引爆該市
是： 「為了重建公眾對警方的信任，此舉是 非洲裔社區的群起示威抗議。
儘管涉案的白人警察已經遭檢方以一級
必要的」。市長坦承其對麥卡錫的信任已告
「動搖和減退」。市長伊曼紐自周日起已與 謀殺罪名起訴，仍無法平息民怨。芝加哥社
區領袖與示威人士已要求市長應開除麥卡錫
麥卡錫展開多次溝通，要其負起責任。
民權組織 NAACP 執行長布魯克斯對芝 局長，以換取民眾對警局的重新信任。芝加
加哥市長開除麥卡錫警察局長的作法表示， 哥市議會的非洲裔市議員亦於上周呼籲市長
撤換警察局長
「
這是必要的，但還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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