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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貸為主的知名網路放貸公司
LendingTree 執行長 Doug Lebda
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表示，持續
看好美國住宅後市。根據該公司去
年8月至今年2月申請線上房貸者
，35歲以下的千禧世代族群，占整
體申請房貸者的比率超過30%。

千禧世代申請貸款購買房產，
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城市排名是賓
州匹茲堡，有將近一半貸款申請人
屬35歲以下；至於華人喜愛的城市
，如排名第8的芝加哥、排名第9的
舊金山、排名20的西雅圖、排名53

的 紐
約 市
以 及
排 名 54
的 底 特 律
都會區等，35歲以下的千禧世代族
群申請人數占整體申請房貸者的
比率均超過1/3。由此可見，千禧世
代開始積極進入買房自住的行列。

更有趣的是，LendingTree的
股價從2012年3月23日的挂牌7.4
元美金，漲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的
124元美金，暴漲超過15倍。除了受
惠于美國房市的復蘇外，也隨著房

市買家的變化，使其公司
營收、獲利水漲船高，進而
股價大漲反映。

根據美國不動產經紀
人 協 會（NAR）的 調
查結果，有 72%認為
現在是進場買屋的好
時機

另外，根據美國不動
產經紀人協會（NAR）近期
發 布 今 年 第 一 季“The

Housing Opportunities and Mar-
ket Experience（HOME）——住宅
機會與市場看法”調查結果，有
72%認為現在是進場買屋的好時
機，而且收入越高者，如年薪超過
10萬美金的受訪者，有高達78%的
比例認同現在進場。

以區域來看，中西部的受訪者
，有77%同意現在是進場好時點；
西部則有61%同意，比例最低。問及

“對未來6個月房價的看法為何？”，
有51%認為持續上漲，相較僅有8%
認為房價會下跌，或許是因為有超
過6成以上認為美國經濟正持續變
好。

事實上，“有土斯有財”這個觀
念不只是在華人根深蒂固。根據美
國哈佛（Harvard）大學長期實證研
究發現，長期擁有房產是累積財富
的最好方式之一，而且持有時間越
久，財富的“積累效果”越明顯。紐

約時報先前甚至有專文發表，“Ho-
meownership is best way to build
wealth——持有房屋是創造財富
的最好方式”，也是持同的觀點。

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資料，
截至去年第4季，美國整體房屋自
有率為63.2%，房屋自有率高低依
序為：中西部的 68.4%、南部的
65.3%、東北部的60.4%、與西部的
59%最低。若再從出租空置率來看
，截至去年第4季，出租空置率為
7.9%，也就是100間出租房產中，僅
有8間尚未租出去，維持在過去20
年來最低的水準。

就中長期而言，“有土斯有財”
這個觀念中外皆然。美國住家型房
地產後市不容小歔，現在應該仍是
置產美國的好時機；更不會發生像
幾天前，知名財經電視節目聳動的
題目“美國商業不動產大賣空”的
窘境才是。（據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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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入兩會時間，建立促進房地產平穩發展的長效機制
繼續成為本次會議的熱點話題之一。那麼，美國在保持房地產市
場穩定發展方面有哪些措施值得中國借鑒？

眾所周知，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市場化程度非常高，聯邦政府
和州政府、地方政府除了利用貸款利率、房地產稅等加以調節，
基本不進行直接干預。而20世紀20年代以來至今，美國先後發
生3次大規模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並引發經濟衰退，那麼當下美
國房地產市場現狀如何？2008年次貸危機以後美國在針對房地
產市場的金融服務監管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美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房地產市場上，美國政府調節
房地產市場的政策目標是“居者有其屋”，利用利率和稅收工具
使中低收入家庭能夠買得起住房，限制投資用住房。美國聯邦政
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主要在宏觀層面，州政府通過各自決定
的房產稅來進行調控。而縣市一級的地方政府則通過對住房開
發申請、審批、驗收、出售等環節的控制擁有
對美國各地房地產市場最直接的干預權。

美國也建立了完備的住房金融體系，通
過政府保障型和非政府保障型等多種類型的

貸款支持普通人購買房屋。上世紀70年代，美國還開
始出現房貸證券化，理論上來說，這可以增加房地產
市場的資金投入，購房者也可以更容易地獲得貸款
並把風險分散到資本市場上。在政府政策推動下，美
國居民自用住宅擁有率是發達國家最高的，一度接
近70%。

然而，美國政府過度鼓勵普通人購房，以及房貸
證券化和市場機制的弊端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就拿
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來說，根本原因是2000年以
來，美聯儲維持低利率政策導致融資成本低廉、各類
金融機構只追求利潤放寬貸款審核標準，濫發次級
債，致使美國房地產價格泡沫化日益嚴重，而貸款人
資質的下降也最終出現利率上漲後，債務違約大範
圍發生，最終引發次貸危機導致經濟衰退。

次貸危機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美國政府通過了
史上最嚴厲的《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必須審核
房屋貸款人償還能力，強化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目
前，特朗普政府正準備放鬆其中對于企業貸款方面
的限制，但對于住房貸款方面，會進行更為嚴格的審
查。

目前，全美待售住房庫存量處于歷史低位，美國
住房市場價格回升到了次貸危機前的水平，美國全
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數據顯示，2016 年第四季度
89%的美國城市地區的房價都在上漲。但目前美國房
地產究竟處于穩健、過熱還是需求拐點還眾說紛紜。

隨著美聯儲加速提升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越來越高，這或對美
國人的購房意願造成打擊。另外，有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收緊
移民政策的趨勢會影響移民在美國租房、購房的需求。(文章來
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18A繁 房地產現況 Mandy

大家都知道，在紐約或舊金山這樣極具誘惑力的
大都市租房越來越貴，不過，這一趨勢已在全國中小城
市中蔓延。

據福布斯報道，國外房產網站的一份最新報告顯
示，房租在全美許多城市都出現快速上漲，甚至是那些
房地產市場還未出現起色的地區，不僅如此，在許多情
況下，其上漲幅度已遙遙領先。

例如，丹佛租金中位數同一年前相比已飆升10.2%，
堪薩斯城為8.5%，波特蘭為7.2%，奧斯汀為7%。在這些
城市，租金增長速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3.3%的兩倍還
多，是紐約都會區平均漲幅2.1%的三倍多，波士頓房租
漲幅較穩定，4.6左右。

網站表示，自2000年以來，租金的增長已是收入增
長的兩倍，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是美國巨

大問題的原因。
一般來說，租房者所支付的租金應僅占其收入的

四分之一，如今卻要付出近30%，這會影響他們退休以
及購房首付的存款能力。

儘管生活在很多小城市的美國人也面臨租房成本
的不斷上升，但仍有一些租金相對便宜的地區。試著比
較一下這些城市的租金中位數，夏洛特（1235美元）、丹
佛（1827美元）、洛杉磯（2460美元）以及紐約（2331美元
）。

報告顯示，舊金山仍然是全美租金上漲最快的城
市，其平均租金已連續四年同上年相比增長15%，目前
月租金為3055美元，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350美元。

超過半數受訪房地產專家表示，房租支付能力會
是未來兩年的一大問題。(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美國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
有哪些值得借鑒有哪些值得借鑒？？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20162016年第四季度年第四季度8989%%的美國城市地區的房價都在上漲的美國城市地區的房價都在上漲

美國房租上漲美國房租上漲
最快的城市最快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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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路透社》報導，據美國房地產調研機構 ATTOM Data Solu-
tions 數據顯示，統計 2016 年美國房地產 (不包含商用不動產)
共有超過 19.3 萬套房在一年以內換手 2 次，顯示了美國房市正
在瘋狂遭受投資客暴炒。

ATTOM Data Solutions 所統計之數據，僅計算一年內換手
率達 2 次之美國獨棟住宅及共同公寓，如置頂圖所示，統計至
去年為止，美國房市一年內換手後的利潤每套高達了 62624 美
元，年均投報率高達了 49.2% 之高，該投報率至少創下了 2000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受惠於美國聯準會 (Fed) 長年來的低利率刺激，也帶動了

美國房市也自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一路走多。
據標普席勒房價指數 (S&P 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

dex) 數據顯示，2016 年十二月份全美房價年增率再度勁揚
5.6%，創下近兩年半以來的最高增速，絲毫不受到 Fed 於去年
十二月中旬二度升息所打壓。

標普指數委員會主席 David Blitzer 在今年二月初接受媒體

專訪時即表示，統計過去兩年多來
的光景，全美房價以平均每年成長
5.6% 之速度在向上增長，甚至近期
更是來到了歷史最高水平，這讓人
們普遍相信，美國房市已經走出了
2008 年金融海嘯的大蕭條時期。

「美國經濟和房市的復甦主要
受惠於下列幾個因素，那就是：低利
率、低失業率、人均可支配所得上升
。」David Blitzer 說道。

但是 David Blitzer 亦向美國房
市提出嚴重警示，David Blitzer 指出，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川普
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房貸利率就出現了顯著走升，這主要是
因為市場預期著重在基礎建設之上的「川普經濟學」，將可能刺
激美國經濟進一步增長。

David Blitzer 說道：「更強勁的經濟成長率，將可能推升房
貸利率至更高水平，並且目前美國房價的漲幅，已是通膨率的兩
倍有餘。」(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18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紐約市和芝加哥這樣的地方，在市區
內居住要養活一個家庭所需的費用要比周邊
的郊區貴很多。不過現在達拉斯也加入這些
城市的行列了，因為根據一項來自Zillow和
Care.com的研究，在達拉斯市區，要養活一個
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每年所需要花的費用平
均要比在郊區的同等家庭多14,128美元。

人們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的認識，
就是在郊區養活一個家庭肯定會比在市區內
要便宜，不過該研究顯示，事情並不那麼絕對
，因為並非所有的美國主要城市都是這種情
況。

例如，在費城、鳳凰城和克里夫蘭，情況
就剛好相反，在這些城市，在郊區養家費用每
年要比在市區內還多超過5,000美元。

Zillow的經濟學家Svenja Gudell說：“只
有當一個城市的都市地區是健康的且房地產
需求很高，才會推高在市區內養家的費用。而

達拉斯也看到這樣的趨勢，因此，達拉斯不但
在郊區的抵押貸款月付款會更低廉，房屋也
很可能更大，而且托兒中心的費用也顯著更
低。在其它都市並不都是這種情況。這種情況
對于正在達拉斯房價低廉的社區尋找第一棟
房屋的年輕家庭來說，是個好消息。”

該研究采用了三個指標，分別是房產稅、
抵押貸款費用和托兒費用。在達拉斯地區，之
所以令到在市區內養家更昂貴主要是因為前
兩個指標。

首先，德州是眾所周知的房產稅比較高
的州，在全美各州中是第六高的。其次是達拉
斯的在過去幾年當中由于不斷有人口遷入，
導致房價暴漲。

不過和紐約市相比，達拉斯的市區和郊
區養家費用的差別只是小兒科。在紐約市，市
區養家比在郊區每年費用要高出多達71,237
美元。(文章來源：網絡)

投資客暴炒美國房市投資客暴炒美國房市！！

達拉斯的在過去幾年當中由于不斷有人口遷入達拉斯的在過去幾年當中由于不斷有人口遷入，，導致房價暴漲導致房價暴漲

美國主要城市養家費用比一比美國主要城市養家費用比一比

投報率投報率4949..22%%創至少創至少1616年新高年新高

藍藍：：美國房市美國房市((不含商用不動產不含商用不動產))之換手利潤之換手利潤
黃黃：：美國房市年均投報率 圖片來源美國房市年均投報率 圖片來源：：ATTOMATTOM

標普席勒房價指數標普席勒房價指數 (S&P Case-Shiller Home(S&P 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Price Index)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FredFred

美國美國3030年期房貸利率走勢圖 圖片來源年期房貸利率走勢圖 圖片來源：：Fred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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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房子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資，但沒有幾
個人可以做到讓它保值。從不靠譜的翻新再到不幸出現的天坑，
很多因素都可能讓這一最大貶值。

小編收集了最能威脅到房子價值的12個因素，一起去看看
都有哪些吧。

天坑損壞
儘 管

有些房屋
保險覆蓋
天 坑 險，
但天坑仍
然會影響
到房產的
價值。

過 去
五年裏買
賣 了 30
多間天坑
房產的佛
羅里達州
房地產投
資人阿諾
德 （Rob
Arnold）

表示，天坑絕對會讓房產貶值，他建議因此受損的房屋業主降低
30%的要價，外加修理費用。

天坑是指由于水不斷侵蝕固體基岩，使地表發生塌陷形成
的一個巨大的深坑。美國許多地方出現天坑的幾率都很大。在世
界十大天坑中，4個都在美國。

城市垃圾填埋場和發電廠
研究人員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5個垃圾填埋場附近的小

區物業做調查後發現，惡臭足以拖累房地產價格下跌5.5%至
7.3%。

垃圾填埋場對于人口稠密的、昂貴的居民區影響最大，而在
人口稀疏的農村地區基本可以忽略。

同樣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發現，2英里內有電廠
的房價會下降3%至7%。

有囤積癖或邋遢的鄰居
如果鄰居的家和院子看起來不拘小節，買房者會看低你的

房價。
Appraisal Institute 總裁以及有 40 年房地產估價經驗的

Joe Magdziarz表示，鄰居的院子雜草叢生、油漆脫落會讓你的
房價下降5%至10%。

吵鬧的鄰居同樣可能嚇跑購房者。Appraisal Institute評估
協會會長博爾赫斯（Richard L. Borges）表示，房主應該知道這其
中的利害，鄰里和他人的不良行為會降低5%至10%的房價。

止贖房屋
在全美各地，取消抵押品贖回權住房會導致附近的住房價

格降7,200元。
另一項研究發現，抵債房300英尺內的業主房價下降1.3%，

而距離300到500英尺的房屋售價降低0.6%。
好在，美國目前這類房屋的數量在大幅下降。CoreLogic周

二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底，止贖房產的數量已下降至約385,
800個，略高于2006年的約383,000個。

水力壓裂技術
如果你居住在一個水力壓裂技術廣泛使用的地區，你的房

價可能受到威脅。
杜克大學經濟學家和非盈利性研究機構未來資源(Re-

sources for the Future)發現，賓夕法尼亞州飲用當地地下水的
房主如果其住房位于葉岩氣井1.25英里內房價損失24%。

水力壓裂技術是葉岩中提取天然氣的有爭議的方法，可能
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水污染和土地權益糾紛。而且，天然氣開采
過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比燃燒煤炭還要多。

不好的鄰居

向居民公開的“國家性犯罪者登記冊”可以很方便地審核你
的鄰居，也可更容易地讓買家對他感興趣的住房進行評估，美國
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年的研究顯示，性
犯罪者居住的社區房價明顯被壓低12%。

《梅根法》1994年，新澤西州的7歲女童梅根•康卡被鄰居
強奸並殺害，而其父母事先並不知道住在對面的是已有兩次性
侵犯罪前科的戀童癖患者。于是在持續游說之下，新澤西州同年
通過了9條關于性侵罪犯信息登記與公開的法律，即為《梅根法
》。

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梅根法》，強制所有州制定
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釋或刑滿出獄後，必須向警方登記住所，並
公布給社區知悉。

廣告牌
在“超越美學：廣告牌如何影響經濟繁榮”中，城市規劃師斯

奈德（Jonathan Snyder）發現，在廣告牌500英尺內的住房售價
為30,826元，低于遠離廣告牌的住房價格。

另一面，實施嚴格廣告牌控制的社區往往居民收入高、貧困
率低、住房空置率低。

口碑不好的學校
學校的質量往往是購房者最優先考慮的因素，這意味著好

的社區住房也會增值。
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學校的質

量對房價影響仍然相當大，尤其是高品質學校所在的社區。
不幸的是，與此相反，附近已關閉的或低級別的學校社區對

購房者缺乏吸引力，而且房價往往會貶值。

某些整修

雖然許多整修可提高住房的轉售價值，但另外一些過當做
法會使房屋對潛在買家失去吸引力。

例如，添加游泳池，特別是在涼爽氣候的地區，許多買家不
希望支付昂貴的泳池保養費用。與此類似，極端的美化或園藝也
可能影響房屋的售價。

不尋常的色彩
住房的顏色是買方會注意到的首要事情之一。如果它同周

圍的住房比起來不那麼諧調，則會影響售價。
同樣這也適用于室內。明亮的粉紅色的客廳可能會讓潛在

的購買者卻步，因為他們可能無法想像自己身處這樣的環境中。

過度的升級
地理位置在房屋的售價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大小的

住房在同一地區通常售價大致相同，即使有令人滿意的升級設
施，如游泳池或戶外廚房。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同一地區中的類似房屋的售
價通常在20%價格範圍內浮動。

花費10萬美元的額外費用對住房進行升級改造並不一定
意味著房子會多賣出10萬元，而且還有可能，升高的售價會嚇
走潛在的買家。

噪音污染
如果你的家靠近高速公路、火車軌道或機場，汽車、火車或

者飛機發生的噪聲會干擾人的正常生活，從而降低房子的轉售
價值。

ResearchGate的一項研究顯示，機場噪音和住宅物業價值
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係。

噪音污染：今年4月世衛組織和歐盟合作研究中心公開了
一份關于噪音對健康影響的全面報告《噪音污染導致的疾病負
擔》。這是近年來對噪音污染研究最為全面的一份報告。該報告
第一次指出噪音污染不僅只讓人煩躁，睡眠差，更會引發或觸發
心臟病、學習障礙和耳鳴等疾病，進而減少人的壽命。噪音危害
已成為繼空氣污染之後的人類公共健康的第二個殺手。(文章來
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25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美國買房儘量避免買有這些缺點的房子在美國買房儘量避免買有這些缺點的房子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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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美國的房子和買中國的房子不一樣，國
內人去買美國房產千萬不要用中國式思維，在
中國有潛規則，在美國也有，下面給大家介紹
買美國房產時候的潛規則。

潛規則一：房子不是越大越好，環境最重要

中國人都喜歡大，顯得自己有面子，在美
國面子這東西不值錢，所以，在美國買房子並
不是越大越好，周圍的環境和安全性是一定要
考慮的，首先，院子這麼大，草坪，樹木一定不
少，如果是你自己整理院子的話，每天你就不

用幹別事情了，一天你都打掃不完
，如果雇人的話，會是一筆不小費
用，其次，在美國是沒有圍墻和圍
欄的，如果你房子大，離你的鄰居
又遠，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想想都
嚇人，難怪一般美國人為了防身，
都有在家裏放把槍，所以，房子不
是越大越好，環境很重要。

潛規則二：地段很重要
買美國房產時候區域，地段也

很重要，好的地段指環境、安全、便
利都比較好的區，環境好具體指的
是房子周圍有公園或者湖景、山景
等，安全具體指的是所在區域發案
率低，鄰居素質高（有個好鄰居很
重要），便利具體指的是離學校近，
離商場近，當然不能太近，太近就
過于喧囂了。

潛規則三：小區選擇很重要
在美國買房選擇小區也是很重要的，美國

的小區跟我們基本是差不多的，也是要繳納管
理費用的，只不過有的小區是封閉式的管理，

有的不是封閉式的管理，封閉式的管理指，進
出門要靠遙控開大門才能進去，來訪者進入小
區是必須聯繫業主，由業主遙控開門才能進，
有的封閉式小區有門衛，進出要進行登記，有
的沒有，當然有門衛的安全係數會高一點，但
管理費理所當然會高一點。不是封閉式的小區
安全係數，就沒有封閉式小區的係數高。

例如：在某個封閉式的小區，有門衛的管
理費用在2000美元左右一年，沒有門衛的在
1000美元左右，相差一倍，有些人會說管理費
用怎麼這麼貴，其實管理費用包括，衛生，安全
，小區綠化等，也包括你自己前院的綠化，後院
是你自己整理的，所以在美國買房子就是用性
來說，後院子大的當然最實用，後院你可以自
己種花，種樹，放桌子，凳子，甚至可以自己開
個游泳池，只要你的院子夠大，在美國後院有
游泳池是很常見的事情，像在孟菲斯，20萬美
元左右的房子後院基本都有游泳池。

所以在美國買房，中國人不要只在意房子
的大小，房子周圍環境，安全，地段是一定要考
慮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最大的區別就是美國人
特別注重房子周圍環境，而中國更注重居住面
積，原因可能是美國面積大人少，中國人多地
少的原因吧。(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25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買美國房產你必須要知道的買美國房產你必須要知道的““潛規則潛規則””

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是租金最貴城市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是租金最貴城市

如今在美國買房投資，根本不用
擔心租不出去，不管城市還是郊區，
都可以租個好價格。但自去年以來，
租房市場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據商業內幕報道，福布斯對全美
46個最大租賃市場進行了研究，並依
據四個因素：2016年最後一季度平均
每月租金（加權20％）、2015年至2016
年的租金變化（加權20％）、平均公寓
空置率（加權20％）以及租金占收入
比例（加權40％）對這些城市租房可
負擔性進行了排名。

研究顯示，目前全國平均每月租
金為1,284元，2015年底至2016年增
長 3.3％，平均租金占收入比例為
27％。

那麼，與全國平均情況相比，哪
個城市租房便宜哪個貴呢？有些數據
可能會令人大跌眼鏡。

租金最高的五個城市
5. 橙縣，加州（Orange County, CA)

平均月租金：$1,900
租金收入比：28%
空置率：3.2%
年租金上漲：4.5%

4. 洛杉磯，加州（Los Angeles, CA）
平均月租金：$1,940
租金收入比：37%
空置率：2.9%
年租金上漲：2.4%

3. 曼哈頓，紐約州（Manhattan, NY）
平均月租金：$3,500
租金收入比：54%
空置率：2.7%
年租金上漲：1.3%

2. 聖地亞哥，加州（San Diego, CA)
平均月租金：$1,750

租金收入比：30%
空置率：3.1%
年租金上漲：4.8%

1. 邁阿密，佛羅里達州（Miami, FL）
平均月租金：$1,390
租金收入比：36%
空置率：2.2%
年租金上漲：6.6%

最可負擔的5個城市
5. 哥倫布，俄亥俄州（Columbus, OH）

平均月租金：$850
租金收入比：17%
空置率：3.7%
年租金上漲：3%

4. 聖安東尼奧，德克薩斯州
（San Antonio, TX）

平均月租金：$910
租金收入比：20%

空置率：5.7%
年租金上漲：1.7%

3. 堪薩斯城，密蘇里州
（Kansas City, MO）

平均月租金：$870
租金收入比：16%
空置率：5%
年租金上漲：2.7%

2. 聖路易斯，密蘇里州
（St. Louis, MO）

平均月租金：$830

租金收入比：17%
空置率：4.6%
年租金上漲：-1.9%

1. 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納州
（Indianapolis, IN）

平均月租金：$800
租金收入比：17%
空置率：5.6%
年租金上漲：2.5%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買房的回報率有多高美國買房的回報率有多高？？
看看這篇看看這篇““租房手冊租房手冊””就知道了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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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電話套餐計劃，你的手機
能不能在美國用？

【來源:搜狐教育】
一位留美多年的老司機根據自己經驗寫的留學
生美國購買電話套餐最全攻略，很全很強大，即
將出國的同學拿好。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我記得我來美國第一個月我們5人share的

電話套餐賬單將近 800 刀，還見過別人 family
plan分錢的時候撕逼，反正這幾年是把能踩過的
坑基本都踩過了，沒親自踩的也看別人踩過。

下面這篇文章是我根據自身經驗教訓和查
看了很多資料總結出來的，目前網上應該沒有
比這個更全更精確的了。

中美區別。
相比中國只有移動、聯通和電信三大運營

商，美國的運營商就多很多了，既有全國性的大
運營商，也有地方性的小運營商，還有不少虛擬
運營商。跟國內花20塊 買個SIM卡只要每月充
話費就能用不同的是，美國主流方式是用 SSN
（社會安全號，後面會介紹沒有SSN該怎麼辦）
辦理套餐，每月結束之後付當月賬單。

運營商比較。
在美國營運的營運商一共有180多家不同

的營運商，其中最大的4 家是：Verizon，AT&T
，T-Mobile，Sprint，其餘還有很多小的地方性
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

第 一 梯 隊 是
AT&T 和 Verizon。
網絡覆蓋最好，速
率也最快，都號稱
覆蓋全美90％以上
。（這裡要說明一點
的是，美國的網絡
建設思路和國內不
太一樣。美國更注
重投資回報，城市、
景點、公路有覆蓋，
但是人跡罕至的地
方往往沒有覆蓋。）

第 二 梯 隊 有
T-Mobile 和 Sprint

。覆蓋差一些，在大城市沒問題，離開城市就會
差很多了。因為頻率等資源少，所以能保證的速
率往往也不如前兩家，並且T-mobile的信號在
樓裡面通常很差（據說由於T-mobile的頻段恰
好跟水泥牆發生共振。。。）

就制式來講，Verizon 和 Sprint 類似國內的
CDMA，手機和你的手機卡是合二為一的，一般
沒有單獨的手機卡。而AT&T和T-mobile就沒
有這個限制，手機和手機卡是分開的。

虛擬運營商在美國也很普遍的，比如H2O
wireless、Red Pocket、Lyca 等。本身自己不建設
網絡，從運營商那兒批發一些號碼，然後零售給
用戶，打上自己的品牌，所以看它使用的哪個運
營商的網絡就大概知道其信號怎麼樣。

價格一般會比運營商的便宜，但是通話質
量和網絡速度都比運營商差，因為運營商給自
己的用戶往往都保證最好服務，給虛擬運營商
用戶一般相當於二等公民。相同4G LTE其實際
速率比AT&T自身差很多。

各類套餐比較。
選好了運營商就要選套餐，主要分為Mo-

bile Shared Plan（包括家庭套餐），個人套餐，預付
套餐，和2015年新出的“萬人團購”。

1) Mobile Shared Plan（便宜！麻煩！）
這是目前美國留學生用的最多的套餐，就

是 2 到 10 個人合用一個無合同套餐，包含無限
電話和短信，每人自備手機，大家均分流量，有
學生優惠，其中只要有一 個人有SSN就不需要
交押金，否則每個人都需要交押金，AT&T的是
$500/人，一年後返還。湊夠 10 個人比個人套餐
會便宜很多。

但是問題也很多，首先需要湊夠10個值得
信賴的人，錢每個月都需要由那個家庭套餐的
holder來付，每個月都要算錢和收賬，其實非常
的麻煩，尤其是有 人用超的時候，帳單極其複雜
，如果套餐裡的10人，經常訂購服務，升級的話，
holder管理起來起來會更頭疼，用戶之間也容易
出現使用不平均，有些人會 在每月前10天久把
所有人的數據用掉，導致大家後20天都得勒緊
褲腰帶。（幾年前流行的家庭套餐現在已經漸漸
被MobileShared Plan替代了，因為後者價格更低
並且無需兩年合同。）

2) 個人套餐（簡易！貴！）
就是和營運商簽約，同樣，如果沒有SSN（社

會保險號）就要交押金，押金一般是500美元（根
據營運商不同也會不同），個人套餐 比 Mobile
Shared Plan明顯會貴不少，但是省去了管理和算
帳的麻煩，賬單清晰。

3) 預付套餐（價格中等！信號差！簡易！）
這種類似國內手機，無需合同和押金，充值

然後使用，主要由虛擬運營商提供，價格介於
mobileshared plan和個人套餐之間，四大運營商
也有預付套餐，但是價格會高很多。

根據具體選擇套餐的不同，可能每分鐘10
美分，接打都需要扣錢；或者每天1美元，只有使
用的那天需要付費，那天打多少電話都付1美金
，哪怕打了2~3個小時。適合於短期訪問或者電
話不多的人。

優點自然是靈活和賬單清晰，缺點是通話
信號差，網絡速度慢，客服也很糟糕。

4) 萬人團購伐木類套餐（便宜！信號好！簡
易！）

這個電話套
餐 是 2015 年 才 有
的，目前只有一家
公司提供，就是伐
木 類
(www.10kfamily.
com/?utm_source=
yimu&amp;
utm_medium=pre-
paid&utm_cam-
paign=att)，並且只

提 供 AT&T 一 個 公 司 的 服 務，是 伐 木 類 從
AT&T大批量買入然後提供給每個用戶的，由於
是AT&T 自己的服務，通話質量和網速自然是
最好的，遠比預付套餐好，並且無需合同，不需
要 SSN（社會保險號），只需要$50 的押金，每個
套餐都是獨立的，賬單清 晰，價格包含所有的稅
費，提供中文客服，比預付套餐和個人套餐都要
便宜，雖然比mobile shared plan每月貴$3左右，
但省去了招人、管理、算帳、被捆綁等諸多麻煩。

總結：
價格由低到高排序：mobile shared plan<伐

木類<預付套餐<個人套餐
信號有好到壞排序：伐木類=mobile shared

plan= 個人套餐<預付套餐
簡易度由易到難排序：伐木類<預付套餐<

個人套餐< mobile shared plan
如果你是新生，一時不知道選什麼好，或者

一時找不到10個人辦mobile share plan，或者如
果你厭倦了現在用的家庭套餐，那伐木類都是
最佳選擇。

你的手機能不能在美國用？
手機分為：雙頻GSM/GPRS (900/1800)，三

頻 GSM/GPRS (900/1800/1900) 和四頻 GSM/
GPRS (850/900/1800/1900)，CDMA的網絡制式
(800/1900)900MHZ 是移動 G 網頻段，1800MHz
是D網頻段。

美國的手機支持1900MHZ頻段，少部分手
機支持850MHZ，所以從國內買的手機，只要支
持1900MHZ的就可以在美國用。

另外美國的手機有很多是不插卡的 CD-
MA手機，所以在中國買的手機帶到美國，一定
要辦理GSM 1900MHZ的卡才行。同樣，想從美
國帶手機回中國，要看一下是否支持900MHZ/
1800MHZ。4G 上網還需要看看具體手機型號，
建議購買前先和商家確認一下，或者自己去
google一下自己的手機型號是否支持，也自行查
詢一下自己的手機能支持的4G頻段。

到美國後，給家人報平安
到美國下飛機之後，給家裡報平安和聯繫

接機通常有三種途徑：
1) 中國移動的全球通，走之前開通，價格雖

貴，但是用起來方便，也方便聯繫接機的人。
2) 微信、QQ、skype 或者 google voice，現在

美國機場基本上都有免費的wifi，只要你有個智
能機就可以免費使用。

3) 美國的國際長途電話卡，可以在機場的
公用電話使用，資費基本上只要1~2美分/分鐘，
也就是只要人民幣1~2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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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美國華裔移民後代的22大特徵
【來源:洛杉磯華人資訊網】
BuzzFeed刊登了一篇令人捧腹同時引人深思的文章《華裔移民後
代的22大特徵》（22 Signs You Grew Up With Immigrant Chinese
Parents）。任何一種概括總結都有其不足之處，這篇文章自然也不
例外。但不論準確與否，它至少能博君一笑。

1。你的成績單與你朋友的成績處於不同的分級系統中：A=
average（只是一般般）；B=below average（代表低於期望）；C=can

‘t have diner（不准吃晚餐）；如果是D=don’t come home（那別回
家了）；F？F=find a new home（還是去找個新家吧！）

2。你吃過好多美味可口的中國菜，卻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你媽媽從來不准你進廚房。

3。外面的鞋子絕對不可以穿到家裡。
4。從小到大，你堅定地認為世界上只有三種職業：醫生、律

師、會計師！
5。遇到挫折時，你從來不會得到很多的同情，取得成就時，

也不會得到多少的讚賞。

6。當你興高采烈時，你的父母會很快地給你潑一盆冷水。
7。你小時候的照片中一定有一張是齊留海的髮型。
8。在你還是學生時，家長(微博)反對你談戀愛，可是一畢業，

家長就會突然變了個樣，驚訝地問你：“你怎麼會還沒有男/女朋
友？！”

9。當你總算有了對象後，你最好保佑他/她不是以下2種人
中的一種：1。其他種族；2。藝術家。

10。你從小就被送去學小提琴、鋼琴，或二樣都學。你父母會
一直督促你練習，可當你真的想要成為專業的音樂家時，你的父
母卻會嚇到魂飛魄散。

11。你不是在學校，就是諸如Kumon一類的補習班，再不就
是在父母的中餐廳裡幫忙。不知道還有誰比你更慘。

12。必修課：數學、數學、數學！選修課：戲劇、體育和宗教。
13。你父母學習各種最新潮科技的能力簡直令人恐懼，而這

只是為了能有更多的渠道聯繫到你。
14。你與全球最佳、最無意識的環保人士住在一起。他們將

“再利用、維修和循環利用”的口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5。你會驚奇地表現，在你白人朋友家的冰箱裡竟然放滿了

諸如Camembert和Brie一類的奶酪。而你的朋友在你家冰箱裡發
現榴蓮時，想必也不會太高興。

16。在打包行李時，你媽媽總要插手幫忙。她總是會往裡塞幾
條一次性內褲，外加足夠一個家庭吃一個月的各種食物。

17。你父母極少帶你去海邊玩耍，而就算去了，他們也會從頭
包到腳，而且對吃海鮮遠比去游泳更感興趣。

18。你父母愛死了叫作保鮮膜和鋁箔紙的東西。
19。當你第一次去中國時，你會發現，比起中國的同齡人，你

跟美國的俄裔、希臘裔、菲律賓裔同齡人以及其他種族的移民同
齡人擁有更多的共同話題。

22。長大後，你才會慢慢地發現，父母對你的嚴加管教只是他
們生活在一個陌生國家的緊張情感的自然流露。

美國10大最勤奮以及
10大最不勤奮的城市

福布斯發布消息，公布了美國10大最勤奮和最不勤奮城市地圖，對於正
在物色新地點開展業務的公司，或許會有幫助，因為多數新公司自然希望能
了解各地的勞動力素質和人口增長情況。可能德克薩斯居民會覺得略有驚訝
，因為德州有3個城市進入前10。

根據10大最勤奮城市地圖顯示，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擁有全美國最勤奮
工作的勞動者，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長達40.7小時，德州Plano, Irving以及Gar-
land分列第3，5 和第7名。
這組勞動力數據來自壹家成立了三年的個人理財網站Wallethub，該網站基於
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美國勞工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
tics）、國家和社區服務團（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以
及壹家睡眠監測機構SleepBetter.org提供的數據，根據平均每周工作小時數、
通勤時間、勞動力參與率、擁有多份工作的工人數量、 每位居民志願工作
小時數、平均每月人們睡眠不足的天數以及平均每日閑暇時間，得出壹套計
算公式。人口遷移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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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反傾銷訴訟最大發起國美成反傾銷訴訟最大發起國
中國是美最大目標中國是美最大目標
【來源:環球網】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研究顯示，美國已經取代印度成為
反傾銷和其他貿易保護案件的最大發起國，而中國及其鋼鐵行
業正是美國的最大目標。

該媒體認為數據突顯出，某些工業部門對他們認為來自中
國對手的“不公平”競爭感到日益擔憂。

據悉，該研究的公佈正值美國政界反中國言論日益增加
之際，此外，今年夏天三起針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產品的反傾
銷案件即將作出裁決，可能導致美方對中國企業施加高達
500%的懲罰性關稅。

但是，這些進展也指向美國和歐盟在利用此類案件上的
巨大差異，歐盟目前正在討論是否要賦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

框架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一讓步會使
對中國提起反傾銷案變難。

一年一度的《全球貿易保護報告》顯示，
2015年美國企業發起了43起反傾銷案件，以及另
外22起旨在徵收反補貼稅的反補貼調查。美國在
這兩方面均處於 領先位置，超越了分別在 2014
年和2013年發起最多案件的印度和巴西。2015年
，歐盟僅提起了12起反傾銷案，較前一年減少了
2起。

根據WTO的數據，撰寫該報告的反傾銷專
家克利夫•斯蒂文森稱，美國反傾銷案件激增主
要是因為鋼鐵行業。這一增長也表明，美國企業
熱衷提起反傾銷訴訟的對象從中國一直延伸到
澳大利亞、英國和荷蘭等國。

2015年，全球範圍發起的233起反傾銷案件
中，針對金屬行業的案件占比達創紀錄的46%，幾
乎全部是針對鋼鐵行業的案件。

該媒體介紹，在美國發起反傾銷案件比在歐
盟容易得多。在歐盟企業必須先通過公眾利益測

試。斯蒂文森稱“這或許反映出美國在保護本國鋼鐵製造商方面
比歐盟更大膽”。

美國和歐洲鋼鐵行業指責中國受到高額補貼的鋼鐵部門向
全球市場大量輸出鋼鐵，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傾銷”，拉低了
國際價格。近年來鋼鐵價格暴跌已經造成從澳大利亞到英國、乃
至美國部分工業中心的全球範圍的工廠大量倒閉。

中國拒絕承認存在所謂的不當行為，並表示正在努力解決
工業產能過剩的問題。

報導指出，這一問題打擊了中國在WTO框架內獲得市場
經濟地位的努力。中國主張，2016年12月在其加入WTO滿15周
年之際，應當自動獲得市場經濟 地位。如果中國獲得了該地位，
那麼這可能影響美國等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案的能力，因為這
將使他們不能用替代國的價格進行比價。

根據這份新報告，在過去20年裡，印度是發起反傾銷案最多
的國家，在1995年至2015年間發起的4990件反傾銷案中，印度
發起了767件，占比為15%。同期，美國擁有570件，歐盟佔據了
480件。

【來源:中國日報】
美聯社和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今天公

佈一項民調，發現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拿不出1
，000美元的應急金錢，顯示美國雖已度過經濟
衰退，但多數民眾沒有足夠的積蓄。

這項民調顯示，家庭年所得不到5萬美元的
人，百分之75表示，要拿出1，000美元應急，手
頭有困難。家庭年所得5萬到10萬美元，也有百
分之67的人表示有這種困難。即使是家庭年收
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人，也有百分之38表示，
拿出1，000美元有一困難。

專注貧窮和緊急儲蓄議題的城市研究所
（Urban Institute），它的資深研究員拉特克利夫
（Caroline Ratcliffe）說，「我們越研究美國人的收

支平衡問題，
發現其中有
很大的警兆。
」

新 澤 西
州66歲前電氣技師史潘格（Harry Spangle）就是
這種拿不出1，000元緊急金錢的人，他說，他想
他會一直有工作，只要「活在當下」; 但是在經濟
不景氣時，他失去工作。他說，在遇到緊急情況，
他只好向親友借1，000元應急。

他說，「我有退休金，我參加社會安全，但它
十分有限，這令人沮喪。」

擁有應急的財政能力，十分重要，這是每個
人都應正視的財務健全需求。拉特克利夫說，
「如果人們沒有儲蓄，他們是極端脆弱的。這也
是納稅人的負擔，因為沒有應急金錢，可能演變
成無家可歸或其他問題。」

針對這項民調，白宮表示，在協助美國人存

錢方面，還需要做更多。
儘管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沒有足夠應急儲蓄

，但他們仍對其財務狀況有正面感受。根據今天
發佈的這項調查，這些美國人一天過一天的消
費，他們在遇到工作受到可能喪失的威
脅，或沒有料想到的醫藥帳單，便會將他
們的信心擊潰。

美聯社和NORC調查發現，一般人
面對沒有預期到的1，000元帳單，多數表
示，他們不會用手上的現金去支付。三分
之一的人說，他們會向銀行或親友借，或
用信用卡支付。百分之13的人說，他們會
延後支付其他帳單。百分之11說，他們可
能就不付這筆錢了。

美國人在儲蓄問題上掙扎，不是新
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紐約時報
過去做過三次民調，最早調查是在 1990
年代，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做的，都顯示

美國人拿不出應急的1，000元。2015年，聯儲會
所做的一項調查發現，百分之47的人甚至無法
支付400元緊急的費用，不是出售家中的物品，
就 是向外借錢來度過難關。

美國人缺乏應急資金三分之二
拿不出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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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要在美國的城市中消失嗎？
【來源:僑報網】

長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一
直是全球富足的象徵，但如今
光環不再。21世紀的美國城市，
中產正逐漸消失。這話並非聳
人聽聞。看一看皮尤研究中心
經過兩年的研究所發佈的報告
，從 2000 年至 2014 年，在全美
229個大都市中203個中產階級
規模出現縮減。

什麼是中產？按皮尤研究中
心定義，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應
為美國中值水平的三分之二至
兩倍之間。2014年，美國一個三
口之家的家庭收入在 4.2 萬至
12.5萬美元之間即為中產。但相
比 2000 年，美國家庭收入中值
2014年減少了8%。

25%的大城市，中產人數已
不到城市人口的半數，如華人
聚集的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和
休斯敦。而在2000年，中產階級

“非主流”的城市還不到10%。

皮尤特別給出了北卡羅來
納 州 戈 爾 茲 伯 勒（Goldsboro,
North Carolina）和德克薩斯州
米德蘭的例子，這兩個城市中
產人數都出現大幅下降。
在中產嚴重縮水的同時，皮尤
的研究還發現另一個問題：美
國貧 富分化的嚴重性。

高 收 入 人 群 從 2000 年 的
17%升至20%。229個城市中，79
個城市的高收入人群達到 20%
的平均水平。低收入人群從
2000 年的 28%增至 29%，103 個
城市的低收入人群達到這一水
平，比2000年多出了11個。

不僅皮尤，美國勞工統計局
資料也告訴我們：2015 年全美
8141 萬家庭中，所有成員都不
工作的家庭有 1606 萬，達到
19.7%，意味著每五個家庭中，就
有一個家庭其成員不出門工作
。如果不是政府公佈的數字，這
樣的一個事實誰會相信。

再來看看勞工統計局的另一組
數據。
目前聯邦最低時薪標準為 7.25
元，但仍有許多州實施的標準
低於這個數。

這個讓許多美國人收入達
不到的聯邦標準已有近10年沒
有變動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
美國人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這些問題有多嚴重？皮尤研
究中心認為，美國城市中產的
衰落是美國21世紀最大的政治
和經濟問題之一，再加上美國
貧富差距的全面擴大可能會導
致美國社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從這點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
川普之所以在競選中高歌猛進
了。那麼，中產能否成就川普，
川普能否拯救中產，他能否讓
曾經偉大的美國重振雄風，只
能試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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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信用制度的學問美國信用制度的學問
【來源:https://www.guruin.com/
articles/756 Jill】

在美國生活，信用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分數的高低會影響到很多層麵，
像是租房子可能會要求查信用，如果
想要貸款買房子的話，更不能沒有良
好的信用度，而信用高的人也能夠獲
得較優惠的利率；如果信用度低，盡管
收入再高也沒有用，甚至有可能無法
貸到款，不過要建立良好的個人信用
並不困難，一起來看看如何建立並提
高信用紀錄吧！

影響信用的因素
美國有三大信用報告機構，分別

是 Equifax（FICO）、Experian 和 Tran-
sUnion，根據法律，人們每12個月就可
以免費向這三大機構索取一次自己的
信用記錄，也有一些免費查詢信用分
數的網站可以做參考。

根據不同的報告機構，分數的算
法會有一些差異，一般平均信用分數
在 660-720 之間。而分數的高低又可
以分為四類: Excellent（720 分以上）、
Average/Fair （660-719 分 ）、 Poor
（620-659分）、Bad（620分以下），如果
想要貸款買房子，信用分數基本上都
需要大於728分。

想了解信用記錄的第一步就是要
知道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信用：
• 信用卡使用狀況：按時支付信用
卡債，欠款越少較好，有消費有還款的
紀錄為佳
• 歷史還款記錄：每個月是否能按
時支付貸款或是信用卡帳單
• 破產等不良記錄
• 是否欠稅、及時繳付罰單

• 信用歷史長度：帳戶的平均開戶
時間
• 帳戶總數：一般來說你只需要開
通必要的帳戶，並不是開的越多就能
更快速累積分數
• 帳戶餘額
• 信用查詢次數：一年之內查詢信
用記錄的次數越少越好
建立、提高信用記錄
• 社會安全碼：信用記錄是和你的
社會安全碼做連結
• 信用卡：如果能辦信用卡的時候
就盡早申請，以便累積信用，並且每個
月按時支付帳單，如果怕忘記支付帳
單，可以設定 auto pay，從帳戶自動扣
款
• 保留第一張信用卡：雖然通常第
一張信用卡的額度不高，但是信用歷
史是從這裏開始累積，因此不要隨便
取消，建議前幾張申請免年費的信用
卡，就可以一直保留；不過如果你已經
是在美國待了超過十年的老移民，可
能這個影響也不會太大，因為即使是
從後面申請的信用卡開始累積也已經
夠信用分數了
• 申請更多信用卡：雖然新開卡的
時候信用分數會降低，但如果你能保
持按時支付帳單，累積信用的速度會
加快，但並非隨意申請信用卡，也不要
建議在短期內申請太多張
• 提高信用卡額度，但同時不要使
用太多信用卡額度：提高信用額度代
表銀行越信任你，但是相對的你欠款
越多便會影響分數
• 申請貸款：按時還款能夠快速累
積信用，比如說按時還款車貸能很快

提升信用記錄
• 不要逃避帳單：拖
的越久隻會對分數累積
越不利
• 謹慎防止個人信用
被盜：重要的資料避免
放在錢包裏，像是社會
安全卡、額外的信用卡、
出生證明表等
補救信用記錄
• 有的時候銀行等單
位可能在你的信用記錄
上出錯，但你有責任去
修正錯誤，可以參考此
篇文章，主要步驟如下：

1. 如果可以在網
站上提出異議當然是最
快捷的，但是很多專家
建議，最好的辦法還是
寫正式郵件，寄給相關
單位

2. 根據不同機構的要求，填好表
格

3. 在信裏一定要條理清楚地列
明你要 dispute的內容，不要隻是說哪
一點不正確，要列舉事實並證明你認
為這個信息不正確的理由；總之，在寫
這封信的時候，要事實詳盡，條理清楚
，要假設看信的人完全不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情

4. 提供證據：支付記錄，法院文
件，來往信件等等都可以作為證據跟
你的主要信件一起提交

5. 在寄出去之前，把所有內容都
複製一份留底

6. 把申訴信件寄給相應的機構
7. 通常信用機構動作會提交慢，

可能要 45 天才會給你回複，所以如
果你要貸款買房或者買車，最好盡早
去處理信用的事情
•如果有欠款，可以去和銀行協商，
表示願意支付餘額，但請他們去除不
良紀錄
•如果你的信用記錄因為某些原因
已經變得很差了，也不用太絕望，因
為一般的壞信用記錄（例如信用卡沒
有還，賬單拖欠）一般 7 年之後就會
被清空，即使是很大的事件（例如破
產）也會在10年之後被清空
•每年定時檢查信用報告：檢查是
否有錯誤的記錄列在信用報告上；上
文提到的幾家主要的信用報告公司
都有義務每年為你提供一次免費的
信用報告，前提是你得自己去要，可

以去它們的網站申請或者打電話
1-877-322-8228
• 如果有機構質疑你的信用記錄，
例如信用卡申請被拒，找工作因為信
用原因被拒，你都有權利去要你的信
用記錄來查看；如果你發現你的信用
報告裏麵有錯誤或者過期的信息，你
有權利聯係信用報告公司以及為這些
公司提供信息的機構，他們有義務幫
你去更正不正確不完整的信息
申請信用卡
每當你申請一張新卡的時候，都會留
下一次Hard Pull記錄，也就是說會有
一次查詢信用報告的請求，而銀行會
認為Hard Pull數量越多意味著你需要
更多的錢，你的信用分數會被扣分，也

降低你申請通過的機率，但無論信用
卡通過與否，Hard Pull 的記錄只會保
存兩年。
下面幾點可以教你如何有效申請信用
卡而減少信用扣分的風險：
• 沒有太大好處的信用卡無須申請
，好卡也需循序漸進地申請，建議可以
注意信用卡紅利回饋的類別選擇自己
所需的卡
• 如果要申請信用卡的話，最好能
在一天內申請完畢，然後以三個月為
一輪，這種方法稱之為 App-O-Ra-
ma (AOR)，因為如果你在一天內申請
多家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銀行之間還
無法調閱剛剛產生的記錄，能提高通
過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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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情感熱線

我记得之前一篇文章，大约是在

她结婚生子前，讲大龄女青年如何解

决欲望上来这种问题，那句话，真是

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拔剑四顾心

茫然”。哈哈。有劲，不知道往哪儿

使。

总不能像男人一样走进高级会所

来个大保健，或者低端点的走到街边

粉红色按摩店解决了事——男性会所

当然也有，只是洗剪吹真心让人没兴

趣。可能有一两个暧昧对象，既然在

暧昧阶段还不好捅破。想来想去，还

是看看韩剧吃吃东西，大不了出去跑

个几圈，消耗掉无处释放的荷尔蒙。

因此，只要是单身的女性，总会

被不怀好意地问起，单身多久了？接

着你就知道，有些猥琐点的男青年会

直接问，怎么解决呢？看A片么？用道

具吗？仿佛是在做杜蕾斯问卷调查，

求知欲满溢。

如果你的答案通通是肯定，对方

一定啧啧感叹，你几乎是个欲女，果

然三十如狼四十如虎，那么，你也就

别太挑了，让我来安抚你吧，反正我

闲着也是闲着。若你冷若冰霜斥责对

方，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女性问出这

种问题？对方又会觉得你假正经，不

懂风情，“难怪找不到男人。”

我觉得时至今日，大家仍不肯正

视，性生活是一种必需，男女皆有，

而且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所有

，也不代表什么。

我们观察到的性，来自于父母。

但是中国的父母，不在公众场合做亲

密举动，不牵手拥抱，也不亲吻。他

们就像两个异性舍友，一起带孩子做

家务下班回家聊天，但是你看不到他

们绵绵的爱意。

可能他们会陪伴彼此，会互相安

慰，但他们的肉体是疏离的，在子女

面前，他们也是端庄的。所以他们怎

么能够教会我们去认识性，享受性？

我27岁的闺蜜回到家，母亲看到她包

里的安全套，勃然大怒。为什么不是

夸奖她知道保护好自己？

很多人将性与道德，贞洁紧密联

系在一起。男的还能叫做“风流”，

女的如果和好几个男人上过床，那就

叫“荡妇”了，倘若她甚至于可以和

不爱的人上床，那简直是下贱了。

（从来只有男人才能把上半身和下半

身分开啊）如果你听过女德这个词，

大约也知道了是要女人遵守些什么。

尽管现在有处女情结的男人越来

越少，但是还是有土豪征婚要求处女

什么的，潜意识里还是那种她和别人

上过床她就不再纯洁了这种。

而处女说我一定要把这层膜，留

到新婚之夜，潜意识也是只要你没和

我结婚，怎么边缘性行为都可以，但

是这层膜不可以破，因为这样“结婚

的价值”更高。抱着这种以膜自居，

待价而沽的人，到底是纯洁还是不纯

洁，我就不好说了。

也有人把性和义务联系在一起。

这方面我觉得姑娘很容易走极端。一

部分姑娘觉得打死我，我也不能在婚

前上床，另外一些觉得你爱我，你说

你对我好，那我就和你上床，我爽不

爽不重要。只要你要，只要我给，哎

呀，自己都给自己感动了呢。

我知道过不止一个姑娘，在床上

从来就没舒服过，是疼。我不知道是

她们另一半的技巧有问题，还是沟通

不畅，总之，都是一个感

受，忍，熬。

天哪，人家都是欲仙

欲死，你们直接疼得想死

，这样都还能爱的下去？

人家都说性爱是润滑剂，

你这个是伤口撒盐吧？为

什么不和男人沟通？不告

诉他们我疼？为什么不能

共同学习？我不得而知。

有个姑娘，因为和男

朋友做爱一直疼，所以不

愿意经常……后来男生就

出轨了，找了别人，姑娘

还一直自怨自艾，觉得是

自己的问题，没有尽到女

朋友该尽的义务……

后来相亲认识一个人，慢慢学会

忍受，接受，喜欢上这件事，但是不

避孕，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孕不育（就

因为她痛经）。于是她大姨妈好久不

来之后才想起来这件事，发现怀孕之

后差点哭晕过去……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很多姑娘既不知道如何享受性本

身，又不知道如何处理性的后果（避

孕）。想给他（因为他要），但是又

怕吃亏（他不珍惜了，以后没人要了

），在青春期的荷尔蒙和旧社会的传

统观念之间徘徊，既不敢问父母（怕

被骂），又不敢问朋友（关系不稳定

）。看A片觉得都可耻，BJ也觉得好

夸张，对方三分钟就射觉得可能也是

正常吧，自己疼了也就忍忍想都这样

了。

很多姑娘敢于嫁给从来没有上过

床的男人，我也是真心佩服这样的勇

气。你甚至连对方是不是公的，是不

是行，就敢当做老公……啧啧。以抱

着结婚为前提的交往，真是跟稳定压

倒一切一样，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

要结婚，哪怕不和谐也没关系。结果

婚后觉悟了，开始不知所措了。

我之前看过一个过来人说过一句

话：女人不要低估婚后自己的性要求

，不要高估男人婚后的性能力。哈哈

。你看，就和开头说的一样，到最后

，大家也都是兴味索然了，你以为出

去打野炮就一定能打得到？

一个水乳交融的床伴，且保证一

定的回床率，这要求并不比一个好的

精神伴侣要求低啊。你们要互相尊重

（不会男生做完就睡），风格一致

（不会一方喜欢粗野另一方只能温柔

），兴趣相当，实力相当，这还真是

万里挑一呢。

只要你谈过几次恋爱，你就知道

，真正的锦瑟和弦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常有那种感情尽了，但是还是很想

念对方床上配合的，可惜，难再遇。

毕竟，这东西还没法打着灯笼找，不

像相亲，可以明码标价的提。

最后，我想说的是，享受你的生

活。

没有性生活，也不用苦逼兮兮，

欲求不满写在脸上，见谁都跳起来狂

喊约吗约吗。

有了性生活，若那是你爱的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青春短暂，能

使得上力气的时候不多。因为相爱，

而想和那个人睡在一起，而不是因为

他适合结婚，他有大房子（职业贩售

者除外），他给我买了LV……如果不

舒服，要说出来，别忍着，性本来是

件快乐的事。

如果只是为了取暖而在一起，请

千万记得做好保护措施。并且想清楚

后果。切勿幻想成为贞女，又自贬成

为bitch。没有必要。

沒有性生活的生活
前天转过一个小组话题，问已婚的朋友，七年有没有开始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回复，大多数

都表示三五年就已经开始“痒了”，没有新鲜感和刺激，因此，情愿自己解决，也不愿意碰对方；更有甚

者，都在外面寻找刺激了。

这让人想到那句经典名言：再美的女人，背后也有个操她操到想吐的男人。反之亦然，当那个已经有

了偏偏大腹的男人在你身上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是不是也有想吐的时候？

大千世界

最近一段时间，美食界掀起一阵“彩色吐司

”风潮，色彩缤纷的奶酪配上金色或彩色的可食

用装饰，让原本平凡的白面包变得玩味十足。

报道称，这股热潮由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食物造型师艾德琳(Adeline Waugh)引领，她

利用天然食物将奶酪染上各种颜色，色调以柔

和粉色系为主，将奶酪涂在面包上，再在上面

装饰金箔片或彩色糖粒。

就这样，普通的面包在艾德琳手上成了

“画布”。她还按主题将吐司命名为“独角兽

吐司”、“美人鱼吐司”等。如今，类似的吐

司在全球面包店及咖啡店都有售卖。

白面包的華麗變身：
食物造型師玩味彩色吐司

印度日前又迎来一年一度的洒红节(Ho-

li Festival)，又称色彩节，人们在这一天走

上街头，将彩色的粉末点在对方额头，或

是直接抓起粉末互

相喷洒，还有人调

出彩色的水，直接

泼向对方。

在洒红节当天，

人们徜徉的节日的欢

乐和疯狂中，很多人

从头到脚都被撒满了

五颜六色的粉末，或

是被淋了红红绿绿的

彩水。在印度孟买，

就有一名女孩被泼了

绿色的水。

据 悉 ， 色 彩 节

(Holi Festival)是印度

三大节庆之一，在

每年 3 月前后的月

圆之日举行。在这

一天，人们变成了彩色的，街道也变成了

彩色的，就连恒河的水也被染成了彩色。

印度色彩節：沈浸在歡樂海洋

荷兰北部阿姆斯特尔芬一个农

场，过去22年几乎都是数百头猪的

乐土。

据报道，在该农场的猪都

是从屠宰场或养猪人处买回来

的，它们非但可避免被宰杀，

更可享受和平、舒适的生活，

得到义工及访客的按摩及拥抱

，直至老死。

这个名为“猪的乐土”的农场

，由致力为农场动物提供人道待遇

的女子韦斯特霍夫成立，是当地一

个非牟利组织。

过去22年，农场把数百只猪从

遭到屠宰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让它

们加入农场的大家庭，从此享受新

生活。

韦斯特霍夫得到动物爱好者的

捐赠，目前全职在农场工作，与义

工们一同打理猪的日常生活。

报道称，她每天大部分时间为

猪准备饲料及清理，甚至把一辆旧

巴士改造成了一个救护车给猪检查

，确保它们健健康康。

此外，农场也会定时举办互动

教育活动，让游客接触猪，给它们

按摩和拥抱。

不會被宰還享受按摩？
荷蘭農場成“豬的樂土”

人类的快乐可以通过笑声传染

，研究员发现，新西兰一种鹦鹉也

拥有类似的魔力“笑声”，能让听

到其笑声的同伴也感染快乐。

据报

道，美国

《当代生

物学》杂

志 (Cur-

rent Biol-

ogy)21 日

发表的一

份研究报

告指出，

这种鹦鹉

是新西兰

特有鸟种

啄羊鹦鹉

(kea parrot)，其成年体长可达50厘

米，因经常攻击羊群而得名。

新西兰南岛的研究员对当地一

个国家公园的野生啄羊鹦鹉播放不

同声音的录音，其中一种便是被认

为具有“快乐”感染力的啄羊鹦鹉

的“嬉戏叫声”。

此外，研究员也播放了啄羊鹦

鹉的其他叫声以及当地知更鸟的叫

声，每种叫声的录音播放五分钟。

研究结果显示，一旦野生啄羊

鹦鹉听到同类的“嬉戏叫声”，它

们便会进入活跃状态，进而去找未

在嬉戏的同类一起玩，或独自玩附

近的物品，或表演空中特技。

论文作者、奥地利梅瑟利研究所

的施温格说：“与人类笑声类似，这

种‘嬉戏叫声’对听到的鸟有情感效

应，使它们处于活跃状态。”

研究员认为，从拟人角度看，

啄羊鹦鹉的“嬉戏叫声”是某种形

式的“笑声”。

新西蘭啄羊鸚鵡
“笑聲”具有快樂感染力

星期一 2017年3月27日 Monday, March 27, 2017



AA1111

焦点话题

归国华商归国华商：：

中国中国““智造梦智造梦””不再远不再远
严严 瑜瑜 胡晓菲胡晓菲

在中国在中国，，有着这么一群人有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或有着留学世界名校的背景他们或有着留学世界名校的背景，，或有着久战海外商场的经或有着久战海外商场的经
验验，，早已在他国早已在他国““功成名就功成名就”，”，却毅然转身回到中国却毅然转身回到中国，，从头创业从头创业。。

谈及归国创业的初衷谈及归国创业的初衷，，他们说他们说，，在海外多年在海外多年，，自己变化很多自己变化很多，，而唯一不变的而唯一不变的，，是那份对故是那份对故
土的深情土的深情。。

商 界 传 奇

现如今，很多人以为回国创业的都是年
轻人。其实不然，许多在国外多年的老华侨
也响应国家的号召，纷纷加入回国创业的大
潮 中 。 现 已 60 岁 的 华 侨 李 方 平 就 是 其 中 的
一个。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电话另一头的李方平兴
奋地说，一周之前，他的公司刚刚中标“残联委
托人工耳蜗采购项目”，将有1600套产品用于该
项目。他自信地说，预计今年公司的人工耳蜗销
售量将达5000套。

如今，李方平带领自己一手创办的诺尔康公
司，在国内人工耳蜗生产销售领域已然占得一席
之地。回望过去十多年回国创业的经历，他感
慨，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

2006 年，曾任国际电子耳蜗大会主席的曾
凡刚等一批旅美华人科学家手握人工耳蜗的专
利，想要在中国寻找投资者进行对接。差不多
同时，李方平了解到，中国市场上的“人工耳
蜗”技术被一些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很高。如

果能将这一技术引进中国，将会惠及数千万
中国失聪者。李方平毅然决定前往美国进行
洽谈。

然而，一切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到达
美国后，李方平曾被质疑缺乏“人工耳蜗”研
发的专业背景，难以获得合作机会。不过，有
着温州人敢想敢做基因的李方平没有轻言放
弃，他多次前往美国，登门商谈。第四次拜访
时，合作方问他：“你是一个房地产商人，为什
么要投资这一领域？”李方平回答，因为中国有
几千万失聪者，他们需要这一技术。功夫不负
有心人，李方平的诚意感动了对方，最终达成
了合作协议。

此后，困难依然层出不穷。为了技术研发和

市场调研，李方平频繁往返与中国和美国之间，
回加拿大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非常有限，以至于被
加拿大政府取消了永久居留权。

技术研发的过程也是难题不断。李方平要实
现的目标，是将两张圆桌那么大的“人工耳蜗”
模型缩小至一元硬币大小。这一技术难题足以让
他头痛。漫长的研发过程更是考验着这位老华
侨，让他承受巨大的压力。李方平儿子说，那段
时间，父亲的头发白了不少。

不过，凭着几十年的从商经验，李方平最终
顶住压力，拿到了中国国家药监局“人工耳蜗”
器械证书，研发成果得以正式投入生产。在国家
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他的产品仅8个月就
被推向市场。

回首自己的创业历程，李方平说，中国科技
水平发展迅速，也需要不断加强与国际先进技术
的接轨。华侨华人要架起海内外科技发展的桥
梁，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和中国“智造梦”作出应
有的贡献。图为李方平 （右） 和同事。

李方平：

为失聪者制造“人工耳蜗”

图为任宇航图为任宇航。。

和卢笙一样，专心于研究柔性太阳能电池的
任宇航也有着海外留学背景及科研经历。

在美国工作时，任宇航就已经意识到，太阳
能能源在今后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他尤其看
好中国的太阳能市场，“因为中国有着良好的产
业化复制能力和推广能力。”

在任宇航看来，中国国内的太阳能电池产业
还处于光伏 1.0 时代，90%的太阳能都是传统的
晶硅板电池。中国虽然购买了国外的设备和原
料，但是核心技术并没有转移过来，光伏 2.0时
代太阳能电池技术仍被国外所垄断。因此，中国
在与国外的技术贸易往来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
位。任宇航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不对等的格
局，并且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实现太阳能电池的本
土化生产。

任宇航之所以这么有底气，得益于跟他一起
回国的创业团队。据介绍，和他一起归国的伙伴

中，有3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名浙江省千
人计划专家，还有曾供职于 IBM、前贝尔实
验室的专家。

回国后，任宇航率领这支强大的技术
团队，又拉上之前已在国内创业的弟弟，
在 杭 州 创 办 了 中 国 尚 越 光 电 科 技 有 限 公
司。任宇航和团队的目标就是独立研发和
生产属于光伏 2.0 时代的柔性光伏太阳能电
池。他们生产的这种电池像纸一样轻薄，
光电转化效率高，大规模生产后的成本也
将大幅下降。

“这里有浓厚的创业氛围，对高新企业

的支持力度很大，政策也适合企业的发展。”
国内的创业环境让任宇航更加坚定回国的选
择。

回首自己回国创业的经历，任宇航说，自
己做的这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A+B”模式，
即将自己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和国内工业生产
的优势结合起来，这样自主研发生产的新型材
料将会惠及更多人。清洁的太阳能能源在中
国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每一个中国人在日常
生活中所需要使用的手机、汽车、监控设备以
及城市景观等都可以借助这种太阳能材料来
进行发电。

接下来，任宇航计划带领他的公司团队在全
国布局 4至 5个生产基地，以提升规模化的制造
能力和产能，建立更加低成本、高质量和高效率
的生态系统和产品，以此为中国智造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任宇航：

让中国进入光伏2.0时代

图
为
卢
笙
。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一个日新月异、极具
活力的中国。我也是一个有故土情结的人，想通
过自己 20 余年在海外创业的经验，为祖籍国做
一些事情。”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在事业处于“巅
峰”、家庭稳定幸福的时候毅然回中国时，卢笙
说道。

1993年，硕士毕业后的卢笙，在美国硅谷开
启了自己的事业。最早跟朋友一起开初创公司，
后来为日本著名娱乐厂商任天堂公司的一款游戏
机做 GPU 芯片。2005 年，卢笙加盟美满公司，
负责全球 GPU 核心模块的开发与市场开拓……
伴随着当时美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卢笙在事
业上不断攀登一座座高峰。在外人看来，这时的
他事业有成、生活富足、家庭美满，不需要再

“折腾”了。
卢笙却不这么认为。在美国硅谷的 20 余年

间，他看到了美国芯片业的发展速度和先进水
平。回首中国，他看到这一行业潜藏的市场需
求，也看到了中国与国际的差距。一股强烈的使
命感驱使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暂别妻子孩子，来
到中国发展。

谈及回国创业的目标，卢笙说：“中国有着
2800亿美元的芯片市场，而全球芯片市场总共才
3400亿美元，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
命脉所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逐步实现更多自主
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芯片市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卢笙说的最多的也是他

的芯片事业。逻辑清晰，睿智自信，在与他的交
谈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事业的坚定。

正是这份对祖籍国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
让卢笙得以在8个月的时间内，带领团队自主研
发嵌入式主机 USB3.0 核心模块知识产权，并且
通过相关国际组织认证。据悉，这一认证是世界
第 5张、中国第 1张，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芯片领
域的垄断，也帮助中国开始走出困扰多年的芯片
技术发展瓶颈。

说到未来，卢笙对于自己的事业信心满满。他
说，继续开拓更高一级的USB3.1系统是他的目标。

卢 笙：

超越功与名的中国“芯”

特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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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50屆休士
頓國際電影節 「全景中國」 項目(WorldFest
Houston Panorama Houston)即將在4月21
日至30日舉行，邁向第三年的全景中國為中
美電影文化交流建立交流平台，24日 「全景
中國」 組委會於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新聞發布會，說明今年影展內容與介紹
參賽電影，推廣中國電影藝術。

北美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由影展主席
Hunter Todd於1968年創辦，堪稱世界上歷
史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僅次於舊金山獨立
電影節和紐約電影節，不少國際大導演包括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喬治盧卡
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與李安等首次
獲獎作品均出自該電影節，因而有 「明星導
演搖籃」 的美譽。

Hunter Todd表示，還有四周電影節就
要開幕，將會放映一系列來自中國的獲獎短
片，他說，別小看短片威力，大導演史蒂芬
史匹柏第一部獲獎片就是短片。電影節期間
，預計有600到1000電影人參與盛會，希望
透過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項目，可讓
北美電影市場在未來一年中聚焦中國電影，
關注中國電影產業。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項目總監 Kathleen
Haney 表示，中國影片數量年年增加，

Haney也提供驚人數據，今年長片中國電影
數目增長16%，短片增長175%，她說，關
注短片是因為這裡有許多年輕導演和演員進
行首次參賽經驗，希望讓更多年輕導演拿到
生涯中第一座獎盃，由於她的工作是協助評
委團作出最後決定，今年有更多整體氛圍輕
鬆的影片，她也分享其中最喜歡的三部影片
推薦。

全景中國主席蔣銳則說，休士頓國際電
影節是明星導演的搖籃，而發展越趨成熟的
全景中國意義在於讓世界看中國，讓世界了
解中國，讓世界理解中國的平台，也為擁有
電影夢想的人提供最好的平台。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文化組參贊解飛受
邀到現場，他感謝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對中美
文化的推動，也感謝全景中國負責人將該項
目越辦越好。他說，美國人民對了解中國的
興趣越來越濃，全景中國適應這種需求，而
每一個中國電影都會講一個中國故事，通過
電影放映，是一個最好方式讓更多人了解中
國。

其他嘉賓包括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
分別上台致詞，旅居休士頓著名影星，同時
也是休士頓國際電影節榮譽主席陳燁表示，
看到昔日一同演戲的演員即將受邀參展她感
到興奮，她建議應該要將電影節列入休士頓

指標之一。
身為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媒董事長

李蔚華表示，休士頓是一個有趣且偉大的城
市，感謝電影節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貢獻及
建立堅實平台基礎，身為美籍華人這是非常
重要的活動，希望大家都一起支持。

電影節為期十天，今年將放映88部來自
超過30個國家的劇情長片和100多部短片，
全景中國電影作品有33部，其中包括8部世
界首映，20多部北美首映，預計超過800名
電影人會出席本次電影節系列活動。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全景中國總
監亓丹介紹，目前已確定入圍展映的影片，
「一紙婚約」 、 「緝槍」 、 「我的聖徒」 、
「烏珠穆沁的孩子」 、 「大漠雄心」 、 「又
見牡丹亭」 、 「大兵金寶歷險記」 、 「日落
黃昏」 、 「美容針」 、 「致命倒數」 、 「我
在故宮修文物」 和 「無罪」 等。

另外，Todd也透露，今年影展與眾不同
的是，除了主要院線放映，展出期間也提供
9個電影製作高級培訓課程，以及每晚電影
人俱樂部，影迷可與導演、製作人和演員交
流互動，這些在其他國際影展都是私人行程
，唯獨休士頓國際獨立電影節向公眾開放，
他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相關VIP套票可洽官
網或AMC影院購買。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4月21日開幕 展映33部中國電影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亓丹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亓丹((左起左起))、、全景中國主席全景中國主席
蔣銳蔣銳、、休士頓電影節主席休士頓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Hunter Tod與休士頓國際電影節與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項目總監項目總監Kathleen HaneyKathleen Haney。。((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辦單位與主辦單位與VIPVIP嘉賓一同合影嘉賓一同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受邀致詞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受邀致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一左一))與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與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左二左二))均支均支
持出席持出席。。((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