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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購房者比例達到50年低點
為什麼為什麼

美國擁有住房的人口比例在2016年跌至
50年來最低，2017年稍有升高，但仍然維持在
63.7%的低水平。

據美國中文網引自《今日美國》的報道，Re-
altyMogul地產網站對此做出分析，越來越多的
人選擇租房而不是買房主要是因為以下4個原
因：

1.美國人認為買房過程過于複雜
一項對2000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顯示，超

過71%美國人認為買房過程過于複雜。大部分

人表示，買房過程非常消耗時間
精力，從與賣家談價，再到進入
貸款程序，都是非常漫長並且繁
瑣的過程。

2、難以存下首付
相比第一個原因，難以存下

首付顯然是更多美國人無法買房的主要原因。
通常來說，人們普遍認為需要準備房產價格的
20%的首付，但事實上你只支付3%或者3.5%的
首付，通過FHA貸款也可以買房。在美國首次

購房的買家的首付平均為
6%。 儘管如此，買家仍
然需要準備更多存款，因
為購房的成交成本（clos-
ing cost）可能達到房價的
2%到5%，通常買家需要
在首付款之

外再準備1.5萬美元。

3、千禧代更重視生
活體驗而不是房產

現年18歲到35年的
千禧代年輕人更看重生
活體驗，這意味著他們
更願意支付房租居住在
市中心，而不是像父母一樣去郊區買房。他們也
更願意將積蓄用在旅行和其他生活體驗中。事
實上，4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6%的人也更支

持這種生活理念。

4.美國人更換工作的頻率比以
往更高

美國人現在更熱衷于更換工作，
根據勞工部統計數據，每個成
年人在一生中平均更換12次工
作。這意味著搬家、更換城市的
頻率更高，這也是購房者比例
下降的原因之一。(取材美國中
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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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在賣掉經營型房產後，
要繳納大筆資本利得稅，做房產配置
的人大多會運用1031延稅法則。就是
在賣掉舊房的180天內，購買另一棟
房，從而避免繳納任何資本利得稅。

美國買房過戶費用知多少？1文
全解讓你做個明白人！

在實際操作中，換房有許多細節
需要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對兩個時間
點的把握，一是在賣掉舊房的45天
內必須選定將要購買的新房，二是在
賣掉舊房的180天內，新房必須過戶。

華人在換房時常見的錯誤
第一，許多人會首先立刻去找新

房，找到新房後才去處理賣舊房的事
。正確的做法是賣房和買房可以同時
進行，但在過戶時間上，必須是賣房
在先，買房在後。在賣掉舊房後，你可
能需要暫借一處地點居住，或是回租
在已經出售的房產內，等待新房過戶

。
第二，賣舊房時，不要一味想賣

高價。你最終目的是希望賣房和買房
能在180天內順利完成，因此不要待
價而沽，建議降低理想價位，使舊房
儘快出手。

第三，同樣的，對買家offer的選
擇上，選擇最有把握買你房的那一位
，儘量選擇全現金或貸款量少的買家
，哪怕不是出最高價的。這樣做是讓
你賣房不出任何差池。

第四，沒有使用同一個經紀人。
賣舊房和買新房雖然是兩個事情，但
儘量聘請同一位經紀人，他瞭解你的
狀況，會幫你協調出現的許多意外情
況。

第五，不能把舊房買家的定金，
去支付你買新房的定金。

在美國賣掉舊房換新房還要交
稅？學會這5招輕鬆省！

使用 1031 延稅需注意
的事項

1、使用1031延稅要及早
準備找有相關經驗的地產
經紀協助處理整個換房事
宜，把握好時間點，各個環
節都要事先規劃好。千萬不
能在賣掉舊房後，才想到
1031，那就遲了。

2、賣掉舊房的錢放到
哪裏？用于1031延稅部分的
資金一定要存放到 1031 延
稅的房產交易中心，這筆資
金不能放入自己的賬戶。

3、對新房價格的要求
您購買新房的價格一定要
等于或大于舊房的價錢，任何有餘留
的部分都要繳稅。

4、45天的概念在賣掉舊房的45
天內，起碼要找好最多三處新的房產

，登記在房產交易中心處。未來你買
的新房必須是你選定三套中的一套，
不能換成其他房產。

5、180天概念賣掉舊房的180天

內必須過戶，否則1031延稅失效。請
一定記住，180天不是半年，不是6個
月，而是整整180天。(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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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房產
都需要與哪些人員接觸都需要與哪些人員接觸？？

通常，中國投資人在購買和持有美國房產過程中會有如下
的主要的角色：

1. 投資人
一般意義的外國投資人沒有美國護照和美國綠卡。這樣在

產權問題上要和律師商量用個人還是公司方式擁有。

2. 帳戶代理律師
代理律師有兩個責任：
1）設立資金代管帳戶。
投資人找到指定律師，開設資金代管帳戶，把資金以美元形

式匯到帳戶上。
此類帳戶完全保密，任何他人無權過問帳戶。
只有此律師和戶主有權動用資金。
律師對帳戶的行為，及帳戶的金額由美國律師工會擔保。
帳戶資金沒有利息，因為有利息就需要向美國國稅局公開。
2）為投資人建議和設立房產戶主實體。
戶主可以是投資者本人（或夫妻）
更通行的形式是由投資者擁有的公司。

3. 房地產經紀
房地產經紀負責找房產，和協調交易中的各個環節。
美國房地產經紀從賣方處拿傭金。
買方的經紀代理買方。賣方的經紀代理賣方。
大多數州不允許同一個經紀同時做買方代理和賣方代理，

因為利益衝突容易引起法律糾紛。

4. 房地產管理人
抄底得到的房子，大多數是經過銀行通過法院拍賣程序，然

後又上市。房子多多少會存在些問題，需要修理。
這樣，就需要管理人來工作，協調。收費因具體情況而異。
另外，房產出租，需要管理人登廣告，面試租戶，看房，完成

租房文件，收房租，維護。
一般來說，負責出租的管理人收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每月租

金的10%作為回報。
房產管理人也必須有房產經紀人認證。

5. 第三方翻譯公司
投資者是外國人，對語言可能一點不懂，而又不能過于信任

和依賴經紀，和房產管理人。
這樣，就需要一個公正的第三方公司對重要文件提供翻譯。
翻譯公司直接對投資者負責。
(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賣掉舊房換新房還要交稅在美國賣掉舊房換新房還要交稅？？
學會這學會這55招輕鬆省招輕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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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市場並未泡沫化。如果川普
政府和美聯儲的政策不太激進，未來較長一
段時間房價也將維持慢牛的上漲趨勢。

今年以來，經濟學家和一些投資了美國
房地產或者房地產信托基金的國內朋友開始
擔心，經過了幾年的持續性復蘇，是不是該
到市場拐點的時候了？

擔心房地產市場崩潰的理由主要有幾個
方面：第一，很多美國城市的房價已經達到
或者超過了2008金融危機前的高度。甚至部
分地區的上漲趨勢仍在加速，比如矽穀和西
雅圖。第二，美聯儲今年計劃加息四次。這
將大幅增加購房者的貸款成本，減少潛在購
房者。第三，隨著價格的上漲，部分地區的
房產交易量開始萎縮。這被很多相信技術指
標的投資者認為是趨勢反轉前的信號。

這種推理在很多方面得到了驗證，甚至
看起來現在就像極了2007年房地產次貸危機
前的場景。如果對房地產信托基金（REITS）
的價格曲線稍作分析就可以發現，其名義價
格確實已經達到了2008年的高度。2015年和
2016年的兩次美聯儲突然改變政策方向的加
息對市場形成了巨大的波動。且今年以來的
數次美聯儲議息會議都對價格指數構成干擾
。二季度幾個月的建築開工許可證發放明顯
減少，可以認為是交易量萎縮的重要標志。

但是如果我們更近距離的觀察美國房地
產市場，又會發現那麼多的本質不同。

從房屋實際價格來看，其實比2008年的
高度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在比較價格時，我
們應當充分考慮到貨幣因素。在應對危機的
這10年時間裏，為壓低長端利率，美聯儲進
行了數次量化寬鬆操作。巨量貨幣對市場的
衝擊，難免造成名義價格的失真。華爾街投
行進行了價格指數調整後再進行對比。他們
發現即使房價再增長20%左右，總體價格仍

然處在較為健康的區間，還談不上泡沫化。
從房屋擁有率來看，現在是64%，處于

美國歷史上最低的時期，進一步拋盤的可能
性不高。而且目前最低的住房擁有率還伴隨
著美國歷史上最低的空房率。這說明由于財
務實力的原因，很多美國人不得不選擇租房
，而不是買房。如果結合金融危機以來美國
較高的失業率，這就很容易理解。

這一點在美國的年輕人“千禧一代”中
表現得特別明顯。由于工作機會向新興市場
國家轉移，很多大學生畢業後馬上陷入失業
。為了應付隨即而來的學生貸款催繳，他們
常常到了成人的年紀卻無法獨立。現在這個
族群中40%的人不得不仍然寄居在父母的房
子裏，甚至還得伸手向他們要生活費。但隨
著一部分跨國企業重新回到美國和就業市場
的快速改善，他們最終還是會走向職場，最
終成為房地產市場的新買家。

從房地產貸款質量來看，銀行的放貸標
準其實過于謹慎，貸款違約率不斷下降，不
像危機前的逐步上升。當前接近1%左右的房
貸違約率得益于奧巴馬政府執政的8年時間裏
通過的Dodd-Frank法案。這份法案對銀行借
貸進行了非常嚴格的規定，並對違規的華爾
街投行動輒幾十億美元的高額罰款。為了規
避合規風險，很多銀行現在大幅縮減了房貸
業務。即使從事該業務的銀行，對購房首付
的要求提高，對購房者的背景審核和信用記
錄也極其詳盡。甚至很多本該合格的購房者
卻因為很小的瑕疵而被拒發貸款。

Dodd-Frank法案還對擴大金融危機的複
雜金融產品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比如，通過
杠杆放大房地產支持債券（MBS）的分級CDO
產品，美聯儲對承銷券商進行了極高的風險
準備金要求。以至于很多投資銀行被迫退出
了這項業務。這類產品的交易量也大幅度萎

縮，已經沒有可能再興風作浪了。
從租金房價比來看，較高的租金對房價

形成有效支撐。回顧次貸危機中的群體性拋
盤行為，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房主要麼是因
為失業，要麼是無力承擔升息造成的月供上
漲，被迫強制平倉。和危機前不同的是，目
前的租金收益平均超過6%，在某些區域甚至
達到15%。即使房主偶然失業，頂多也就是把
自己的房子出租。他們可以用租金就可以覆
蓋月供和地產稅，完全沒有必要像危機前一
樣扎堆拋盤了。而且失業群體越多，租房群

體越大，租金收益越高，對房價就形成越
強有力的支撐。

超高的租金收益率在美國也形成了
“以租養房”的群體。經濟條件不錯的房
主常常會通過借貸，購買好幾套房子專門
拿來出租。租客不但相當于幫房主還貸，
甚至還可以覆蓋一部分房屋維修和更新的
成本。這樣相對穩健的投資方式吸引了很
多國外資金，對市場形成進一步支撐。

如果我們由此就得出可以全面看多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結論，可能又顯得過于輕
率。我們還應該看到其他的一些風險因素
。

除了美聯儲的加息，下半年即將到來
的還有縮表，會對市場形成直接打擊。加
息能夠改變的只是3個月的聯邦基金利率

，對長端利率的提升作用相對還比較間接。
但不要忘了，為了緩解次貸危機，美聯儲曾
經購買了大約市場上40%的房地產支持債券
。如果為了縮減資產負債表而把這部分債券
重新投放回市場，就會對房產借貸利率形成
直接提升，當然也就提升了大部分購房者的
持有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更仔細
的觀察美聯儲縮表的節奏和力度。

國際資本對美國房地產市場形成的干擾
在加大。與次貸危機前不同的是，中國資本
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力大幅度提升。一
部分原因是由于國內房價的快速上漲導致高
淨值階層把國內資本進行了分散化投資。另
一部分就是一些國內房地產企業或者投資機
構更看好美國市場。國內政策的變化，比如
外匯管控，也會跨越太平洋，影響美國房地
產的供需平衡。但是國內資本更偏重于投資
中心城市、華人社區和房屋持有成本較低的
社區，其體量並不對整體市場造成太大的擾
動。

綜合考慮，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美國
房地產市場並未泡沫化。如果川普政府和美
聯儲的政策不太激進，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房
價也將維持慢牛的上漲趨勢。雖然和科技股
的短期高速成長無法媲美，但低利率條件下
，美國房地產目前仍然不失為一個較為穩健
的長期投資渠道。(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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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仍具長期投資價值美國房地產仍具長期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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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貸款美國買房貸款、、報稅報稅、、出租等出租等
投資問題最全解答投資問題最全解答
一、美國買房和貸款常見問題
1.沒有綠卡可以買房嗎？

美國大部分投資項目都向非美國居民開
放，所以有沒有綠卡不影響。

2.沒有綠卡可以貸款嗎？
沒有綠卡也是能夠貸款的，並且由于貸款

增加了杠杆，用好了還能提高投資收益。

3.申請貸款需要什麼條件？
貸款，銀行主要看你的還款能力。對于美

國當地居民來講，銀行會根據其過去兩年的工

資證明和稅表來判斷是否發放貸款。

4.移民前或移民後買房有區別嗎？
首先，我們要確定的一點是買房是一個投

資行為，對于投資來講，要根據其他因素，即你
的投資目的、投資時間點和個人需要去判斷，
而不是看移民前後來決定。

5.綠卡居民與非綠卡居民交稅是否有區別？
沒有區別，稅率是相同的。只不過在報稅

的抵扣上會略有不同，基本沒太大的區別。

6.什麼時候買房合適，移民前還是移民後？
之前已經提到，移民前或移民後買房是沒

有區別的。但如果要貸款，就建議在報稅之前、
甚至在登陸之前就買房會比較好。

對于新移民來說，我們需要將人民幣兌換
成美元，這個過程會導致收入會有一個大比例
的降低。如兌換後顯示收入過少，銀行就可能
不願意貸款給我們。而在報稅或登錄之前，我
們可以用中國的收入證明，有許多銀行是可以
貸款的。

7.哪些銀行可以用中國收入證明來貸款？
匯豐銀行，工行，華美銀行，國泰銀行都是

可以的。

8.已經報過稅了，但收入不高，還能貸款嗎？
對于已經報過稅但收入不高的朋友，也不

用擔心，還是能夠貸款的。有一些銀行不查收
入，比如我們常見的sterling，不過它的利率會
高一點，同樣的條件下，可能高出1%到2%。

9.目前銀行貸款利息是多少？
目前美國整體利率比較低，利率大多數在

百分之三點幾。但具體貸款的利息取決于貸款
的金額和貸款年限。比如貸款5年，其利率就會
低一些，7年稍微高一點，15年就更高了。

10.用公司還是個人名義買房？
用公司或個人名義買房，主要是看對責任

的限定。如用公司來買房，可能需要報公司的
稅表，同時公司需要給股東開K1的稅表。如果
是個人，報稅就會簡單一些。

11.一般新移民最多可以貸多少？
有綠卡，可以貸款70%的金額。如沒有移

民，沒有綠卡，那麼每個銀行能貸到的數目不
同，但大多數都在50%到60%。

美國買房到賣房，涉及到的美國稅費較多
，想要達到省稅增加投資回報的目的，就要仔
細瞭解這些法律法規。提前諮詢，仔細規劃，是
投資美國房產的必修課。

買房的時候有很多費用是一次性的費用。
這些費用主要有交易稅、交接費、產權費、產權
保險等。

二、投資美國房地產
有哪些稅費

房屋持有期間產生的費用：
房產稅，大概是買價的1%到3%不等。
保險費，主要是火災保險，一年大概在

1000~3000 美元（若小區在洪水區，還有洪水
險）。

物業費（如果小區有物業管理），費用從
100到2000不等，看小區環境。

持有期間，有哪些費用可以抵稅？
這裏從兩個角度來講：自住房和出租房。
1.自住房。在發生的費用裏面，房地產稅和

貸款利息可以用作抵稅。貸款利息限兩套房。
2.出租房。所有與該房產的一些必要的和

合理的費用都可以抵稅，如之前提到的地產稅
、保險費、管理費、貸款利息等，這些都可以抵
租金收入。

另一個最大的抵稅費用就是折舊費，折舊
費按照年限換算。住宅折舊27.5年，商業地產是
39年。假如一套房子是275萬美元，那麼每年
的折舊費就是10萬美元。

這裏需要注意的還有預扣稅，預扣稅是針
對出租收入而言，由于中美之間有條約，稅率
是10%。當我們在第二年報稅時，如果第一年沒
有淨利潤，那麼可以申請將第一年的預扣稅退

回來。

賣房的費用
在美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免稅額概念。
如果在賣房的5年內，業主擁有房屋產權2

年，並且將房屋作為主要的住宅2年，那麼每個
業主可以享有25萬美元增殖的免稅額。超過部
分的增殖，會被徵稅。

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時，如果有增值，要
交增值稅。投資時間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為長期
投資，稅率則為三檔，0、15%，20%。如果投資時
間少于12個月，為短期投資，短期投資適有于
美國的正常稅率，聯邦是10%到39.6%。

正常美國人都是在第二年的4月15號之前
報上一年的稅。外國人賣了房子如果不報稅，
美國政府是很難追回所欠的稅款。所以在1980
年，國稅局專門出臺了針對外國人投資美國房
地產的法案，這也就是著名的FIRPTA。法案規
定，外國人出售美國的房地產時，買方有義務
在120天之內預交賣價的15%給稅局，這也就
是預扣稅。(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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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保全美國房產、
如何避稅

(接上頁)從下面4方面來講：
1. 對 自 住

房 來 講，可
以充分利

用 免 稅
額 的

機

制。比 如
有 的 朋 友
在房地產上
升的時期，一
旦這個房子有足
夠的增值，每兩三
年就會換一次房子 ，
這樣倒騰幾次以後，免稅的幾
十萬，就會這麼省出來了。

2.對投資房，利用一個1031置換條款。舉例

說明，如果你賣掉了一棟投資房，在45天之內
找到另外一棟投資房，並且在180天之內過戶，
那麼第一棟房子的增值稅可以遞延，直到第二
棟房子賣掉，才要交增值稅。

3.投資人沒有綠卡，但子女有，又想將房產
贈與子女。如果投資人想要將房產贈與給子女
，千萬不要直接贈與，因為外國人的贈與免稅
額每年只有14000美元。正確做法應該是將房
產賣掉，將存款贈與子女，由于存款是無形資
產，外國人把無形資產轉贈美國人是沒有贈與
稅的。

4.對美國納稅居民來說，如果房子一直不
賣，過世後贈與給子女，子女可以免交這個增

值稅。例如父母買了一棟房子，花費50萬，過
世的時候，這個房子漲到了200萬，如果孩

子拿到這一棟房子以後，馬上以200萬
賣掉，中間的150萬都不需要交增值
稅。但是這棟房子的200萬會算在
父母的遺產裏面，所以我們避了贈

與稅，同時要特別注意一下遺產稅的問題。
外國人在美國遺產稅的免稅額只有6萬美

元，而美國的遺產稅高達40%，如果在9個月內
沒有補齊這40%的遺產稅，房產將在9個月內

被迫賣掉，以繳納增值稅和遺產稅。這裏有個
解決方案就是，在購買美國的房產的時候，同
時購買一份美國的人壽保單，如果有人不幸過
世了，用人壽保單的賠付去繳納這些增值稅和
遺產稅，房產可以留下來從容處理。

四、產權由誰持有：
孩子、父母還是公司

1.美國的房產上通常是沒有收益人的，如
不幸意外過世，由誰繼承？

解決的方案是要做一個生前信托，一旦有
意外，生前信托的條款裏面指名了誰為受益人
，這就避免了費時、費錢的法庭認證的程序。

2.買房時，用公司的名義還是個人名義去

買房？
公司和個人買房的區別在于，如果是用

公司來買房，責任就限定在公司裏面，不會跟
個人其他資產交割在一起。如果有兩棟房產
你都放到一個有限責任公司，你其實是把這
個責任並在了一起，並沒有達到分割這個責
任的目的。

如果在美國投資很多棟房產，如果每一棟
房產都放到一個公司的名下，整個公司成立的
費用，報稅的費用和申報的手續就變得十分的
複雜，同時如果房子是自住，你用公司的名義
去買房就丟掉了25萬免稅的額度，所以是不是
適合用公司買，還是用個人買，要根據每個人
的不同情況而定。(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買房貸款美國買房貸款、、報稅報稅、、出租等出租等
投資問題最全解答投資問題最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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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分析發現，越來越多
美國人傾向于選擇租房，達到近50年來最高
值。現在奧蘭多房產早已進入租賃旺季！平均
租賃周期已縮短至一個月，當天交房，當天出
租不是夢。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房地產數據，
2006年至2016年間，美國新增家庭760萬，但
其中選擇購買房屋的家庭相對較少，而選擇
租房的家庭比例大幅增加，其份額從2006年
的31.2%上升到2016年的36.6%。這一數字已
非常接近1965年達到的最高點37%。

然而，更多美國人選擇租房居住並非因
為不願意購置房屋。據皮尤研究中心調查，有
72%的租客表示願意在未來選擇買房，65%的

租客表示他們是由于生活環境而被迫選擇租
房。絕大多數租房者表示，是由于經濟原因而
選擇租房。

另一方面，美國待售房產不足的情況日
益嚴重。

據皮尤研究中心分析，過去十年間，特定
人群如年輕人、非白人群體和教育程度較人
士更有可能選擇租房。他們的租房比例呈持
續增長趨勢。然而，對于一些原本不太傾向于
租房的群體，包括白人群體和中年人，其租房
比例也有所增長。

從年齡層上來看，35歲以下的年輕人仍
然是最傾向于租房居住的人群，其租房比例
高達65%，遠高于2006年的57%。而對于35

歲至44歲的美國家庭，租房比例也呈明顯上
升趨勢，
從 2006
年的31%
上 升 至
2016 年
的 41%。
對 于 45
歲 到 64
歲 的 美
國家庭，
租 房 比
例 也 從
2006 年

的22%上升到2016年的28%。但對于更年長
的美國民眾即65歲以上群體，租房比例始終
維持在20%左右。

在族群方面，黑人家庭和西班牙裔家庭
的租房比例約為白人家庭的兩倍。2016年，
58%的黑人家庭和54%的西班牙裔家庭選擇
租房，而白人家庭僅有28%選擇租房。與十年
前相比，各族裔群體的租房比例均有所上升。(
文章來源：網絡)

國人赴美投資時機大好！
租賃市場旺盛租賃市場旺盛 美國人排隊等租房美國人排隊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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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9,011
升職潛力排名：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
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70918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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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fety technician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39,990
升職潛力排名：38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6
職業危害排名：61
6.Electric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5,976
升職潛力排名：2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4
職業危害排名：36
5.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
數 （entry
level）： $54,
841
升職潛力排名：4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0
職業危害排名：38
4.Web-applications develop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6,299
升職潛力排名：2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0

職業危害排名：18
3.Safety representative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7,067
升職潛力排名：67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
職業危害排名：56
2.Systems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6,935
升職潛力排名：6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
職業危害排名：38
1.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262
升職潛力排名：2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5
職業危害排名：38

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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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就業分析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在57，
000美元以上的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
能。專家表示，如果對 SQL、Python 和 java script
等這些電腦語言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求職者，將
難以引起雇主的興趣。

CNN新聞網報導，你若從未聽過SQL、Py-

thon和 java script等電腦程式語言，現在的雇主
很可能看不上你。

就業市場分析公司Burning Glass和甲骨文
學院的最新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57，000美元
以上的高薪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能。
該報告是針對2600萬個招聘廣告所做的分析。

甲骨文學院愛莉森？米
勒表示，這反映即使非高科
技工作也需要編程能力。她
說：「電腦操作已成為每個
行業的工具。」目前包括分
析資料的商界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
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一些
編程知識。

收入前 25%的個人被
定義為高收入族群。目前這
個群體的最低收入為 57，
000 美元。根據就業市場分
析公司 Burning Glass 及甲
骨文公司旗下慈善機構「甲
骨文學院」（Oracle Academy
）分析了2，600 萬個招聘廣
告顯示，約半數薪資在 57，
000元以上的工作要求有基
本的編程能力。

非高科技工作也需某
種編碼能力

甲骨文學院米勒（Ali-
son Derbenwick Miller）表
示，這一數字反映了即使非
高科技工作也需要某種的
編程能力。她說：「分析運算
已經成為每一個行業的工

具。」這意味著，各行業的員工都需要 編程知識。
的確，目前包括分析資料的商務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
一些編程知識。

非科技領域的雇主及員工也這麼認為。草
地維護公司 LawnStarter 分析師傑克連恩表示：

「具編程知識已經成為求職者不可
少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以幫
助員工理解任務，並更有效地與其
它部門合作。

科普蘭在就讀倫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時，主修電腦科學專業，但
後來從事行銷工作。她說：「雖然我是從電腦編
程轉進市場行銷，但有編碼的背景對我幫助很
多。首先，當我在進行創建網站的計劃時，我能
夠很容易地與編程人員溝通。最終，這使得我的
項目能夠更快更準確的完成。」

金屬回收公司 ElectroMetals 的行銷人員
Alex Barshai表示，他的公司不需要求職者具備
優秀的編程技巧，但那些擁有編程能力的員工
明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因為在學習編程的
過程中，培養了分析能力。

小企業貸款公司LiftForward的首席科技長
Mike Grassotti 表示，編程能力受歡迎的另一個
原因是能協助員工「將瑣碎的任務自動化」和
「讓這些員工能找出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解決
方案。」

不需上大學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碼
當然，仍然有許多的高薪工作不需要編程

能力。例如：工程承包商平均薪水65，239美元，
很多石油鑽井平臺工作人員年薪可達100，000
美元。這些工 作都不需要編程能力。此外，在未
來幾年內，對於專業編程人員的需求將下降，因
為企業將這些工作外包給海外的編程人員，他
們的薪水一般較低。

雖然如此，美國勞工依舊需要有編程技能
或知識，而且對擁有這種能力的員工的需求也
將持續增加。編程培訓公司Coding Dojo執行長
Richard Wang 表示，幾乎在未來的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編程的一些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知
道如何編程是能出人頭地的必備的技能，我相
信編程最終會成為雇主要求的 必備技能。」

對於那些沒有編程技能的人而言，不需要
上大學攻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程，甚至有免
費學習的機會。根據網絡雜誌Wired評比，Co-
deAcademy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
Girl Develop It及Udacity等免費方案。

美半數高薪工作要懂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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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的“素質教育”就是放手給孩子自由?
如果你這樣理解，那便陷入了教育理念上的誤
區。曾經一篇熱傳的《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
》一文撰寫的正是中國家長對于歐美素質教育
的錯誤理解，作者及時進行了“撥亂反正”，有理
有據的觀點贏得了不少人的認同：孩子的“放養
”與“民主”不能完全畫上等號。記者也采訪了多
位有過歐美交流 經歷的學生及專家，他們也表
示，歐美孩子的“自由”，其實是有“邊界”的。

博士對比中外家長如何“管孩子”
中國13歲孩子聚會都是父母“在伺候”

《你誤會了歐美素質教育》的作者魏蔻蔻是
一位生物科學博士，曾任職多家國際知名機構。
在文章中，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了例子。“每
次回國我都很容易看到 以下的情景：年輕的父
母帶著四五歲的孩子出來聚會，孩子完全不理
會在場的人，到處亂跑，大聲喧嘩，父母都會對
我訕訕一笑：‘我們現在也學歐美國家，讓孩子
自由發展，少點規矩，多點個性!’”甚至是大一些
的孩子，也被父母用自認為是正確的“不干涉”
在驕縱著，“有的孩子已經十三四歲了，在聚會
場合，父母還要督促他們問候其他人。孩子完全
不融入聚會的活動，自己玩手機。

為此，作者產生了困惑，“我連基本的禮貌
都沒有看到;一個十三四的孩子連打招呼都還要
父母教，都不具備一個正常的交流能力，談何

‘素質’呢？”

國外不少家庭聚會，孩子沒有家長允許
不能自己玩

家長們將歐美的素質教育理解為“多給空
間和自由，少干涉”“少點規矩，多點個性”。但在
魏蔻蔻眼裏，真正的歐美教育，其實並不是國人
想像的那樣“驕縱”。

作者在文章中寫下了海外生活中的真實
“歐美教育”，“我先生的家庭是個大家族，孩子
夠多，每次家庭聚會少則三十幾號人，多則六十
幾號人，總要包個度假村 或是大餐廳來搞活動。
我們會給孩子們安排他們的活動空間和時間，
可在絕大多數時間(比如吃飯、下午茶和家庭游
戲時)，孩子們都必須參與和親人的互動。在他
們的活動時間沒到和大人沒有允許之前，他們
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這僅僅是歐美教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作
者表示，歐美人的教育理念裏，“自由放養”其實
是有邊界的。“上次我先生表哥一家四口從美國
回荷蘭探親，家庭聚會被安排在一個自助餐廳。
夫家的聚會因為人多，有個傳統就是一般吃上
一道 菜，大家就換個位子，好去和坐得遠的親戚
也能聊到天。為此，表哥的兩個兒子，一個十歲、
一個十四歲一開始就被父母打散坐在桌子的不
同位置，都沒挨著父母 坐，讓他們自己多和在荷
蘭的親友自由交流。”

有 游 學 經
歷 的 中 國
學 生 感 嘆
國 外 素 質
教育“更嚴
厲”
“自由”不
等于“放縱
”

袁媛(化
名)是金陵中
學的高三學
生，高二期間
，她參加了一
個交流項目，
到德國北威
州的一所高

中學習了整整一年。“德國的家
庭教育都是有‘章法’的，並不
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自由’。”
袁媛的寄宿的家庭是德國的一
個三口之家，“家裏還有一個哥
哥比我大一歲。”十六七歲的中
國高中生，應該有著充分的“自
主 權”了。但在袁媛寄宿的德國
家庭裏，十七歲的哥哥衣食住
行的很多方面，依然還“聽命”
于家人。

“德國家庭做事講究‘報備
’，想要在家 裏開派對，或是想要出去吃飯不在
家裏吃，這些都得提前和父母打招呼，不能一聲
不吭的就走人，晚上回來再告訴父母你的行為。
”袁媛認為，這是德國的教育和中 國教育最大的
不同，“德國的父母給孩子的是適度的自由，但
並不等于放縱。”孩子長大了，但父母依然會拽
著孩子成長的“風箏線”，不讓孩子“跑偏”。

“舉個例子，德國的家庭很重視餐飲禮節，
只有全家人都到齊了才開始吃飯。”袁媛對德國
人的“餐飲之禮”影響深刻，“父母不會對孩子說
，‘餓了就先吃’之 類的話。不僅如此，孩子還得
幫父母承擔一定的家務，如用餐之前的餐具擺
放，就是我和寄宿家庭的哥哥輪流‘值日’的，在
德國父母眼中，這完全是孩子應該做 的。”

“天性”不等于“任性”
在張茜(化名)看來，美國教育的“天性解放

”還是有一定限度的，並不是完全的“任性”。“我
是高一時去美國交流的，按照中國教育的思維，
學校裏安排的課程一定是圍繞著高考來‘轉’的
，但在美國，他們 可不這麼想。”張茜就讀的交流
學校位于美國俄亥俄州，“美國高考的SAT，其
實考察的內容就數學和英語而已，但學校排課
時，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占的比重卻照樣很
高。”雖然是和高考“無關”的科目，但美國學生
在學習時卻不能“任性”的懈怠，因為這些科目
的GPA成績，以及平時參加志願服務的相關記
錄，都 會成為申請大學時參考憑據，少了哪一科
其實都“瘸腿”。

最讓張茜感嘆的，是美國高中的“體育意識
”。“我的美國同學們對于籃球和橄欖 球的熱愛
讓我驚訝，每天下午，我們都會有一定的時間進
行體育活動，女生打排球，男生打籃球。甚至在
申請大學時，美國同學們都會將‘大學的球隊是
否出色’作 為是否申請這所大學的衡量標準之

一。”回國後，張茜發現，自己竟然對國內的教學
模式不大適應了。“放學後還有做不完的作業，
周末有各種輔導班，和美國學生 的天性釋放相
比，國內的教育要‘改良’的有很多。”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歐美的“素質教育”
“放養”的前提是有原則的教養

很多人將歐美家庭的“育兒經”和“放養”畫
上等號。但《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的作者
認為，“放養”應該建立在有原則的教養之上。

“其實我們中國家庭 也有很多有原則的教養方
式，我自己就是從一個家教嚴格的家庭出來的，
所以我的教養和荷蘭的這些規矩不謀而合。這
種教養，教導的是一種對形式感的尊重，也是 對
自律和公眾責任感的培養。”魏蔻蔻表示，在一
個社交場合，最重要的恰恰是恰到好處的自我
約束力。這種能力是從一點一滴、耳濡目染的家
教和社會環境裏學到 的。

為此，作者建議，“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備一
些基本的禮儀和約束力，不要再說‘那是歐美的
自由和素質’，因為這樣的孩子在歐美肯定會被
邊緣化，無法受到歡迎。素質不是歐美才有，一
些價值觀和素養是全球共通的。把放縱當自由，
把任性當個性，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素質教育。

中國的家長應“洋為中用”
南京市教研室書記、江蘇省特級教師劉永

和曾經到訪過美國等國家，對當地的教育有過
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表示，中國和歐美的教育理
念，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因此
，便自然展現出了不同的特性。中國教育歷來主
張“苦讀”，希望能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西
方則講求個性解放，家長充分尊重孩子，這樣有
利于孩子個性的成長。

歐美孩子也不是完全放養
自由總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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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監獄方面的花費漲幅
是教育方面花費漲幅的3倍

一份新聯邦報導揭露，州以及
當地政府在在鑒於方面的花費漲
幅是其在教育方面花費漲幅的三
倍。這項分析的數據來源於美國
司法統計局,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機構。通
過 比 較 在 1979-1980 和
2012-2013 兩個時段內花費的變
化得出結論。

總體來說，公立小學和初中
教育的公共支出增加了 107%，然
而對於監獄和禁閉的公共支出增
加了324%。在不同的州內，對於監
獄和禁閉的支出也有較大的差異
。曼徹斯特花費漲幅149%，德州則
增長850%。在教育方面，各州的增
長幅度也大相徑庭，有密歇根的

增長 18%，也有內華達州的增長
326%。

這項數據還比較了在監獄和
禁閉上的花費增長走勢與在高等
教 育 上 的 花 費 增 長 走 勢。在
1989-1990 和 2012-2013 兩 個 時
段之間，前者花費增長了89%，然
而高等教育的花費幾乎保持水平
狀態。

這些數字充分描繪了美國政
府在公共支出上體現出的優先順
序，美國教育部秘書長 John B.
King Jr.這樣說道。

“預算反應價值，在這份分析中
所揭露的趨勢也反映出我們國家
所看重的東西，而這個優先順序
應該被重新審度，”King在一次媒

體發佈會上說道。“從太久之前開
始，這個國家的系統就延續這種
不公平。我們必須選擇為了兒童
的未來增加更多的投資。我們需
要在‘預防’上投資，而不是‘懲罰
’，應該在學校上進行更多的投資
，而不是監獄。”

專家們也長期關注對教育的忽
視和監禁的看重之間的關聯，據
此報道，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5%，而監獄犯人數卻是全世界監
獄犯人數的20%。州立監獄中的罪
犯有三分之二沒有讀完高中。

在這項研究中的數據還指出，
這樣懸殊的比例對有色人種有著
巨大的影響；年齡在20到24歲之
間的黑人更有可能被禁閉而不是
被雇傭。報道稱，儘管真正犯罪的
比率在下降，但是禁閉的比率在
前幾十年中迅速的增長，有一部
分原因可能是強制性最低量刑法
的出臺。但是相關人士質疑是否
禁閉對於減少犯罪會起到實質性
作用。

報導建議，應該將對於禁閉
的預算劃撥一部分到教育中去，
例如可以增加教師的薪資和學前
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勞改教育的
投資。
【來源:網路】

美國《健康事務》雜誌發表一項研
究說，近幾年美國人在享有醫療服務
方面的不平均情況加劇，目前美國富
人佔用了大部分醫療資源，他們的健
康狀況也明顯好於其他階層。

數據顯示，2012年，美國最富裕的
五分之一人口的醫療支出比最窮的五
分之一人口高出 43%(人均高出 1743
美元)，比中間收入階層高出23%(人均
高出1082美元)。

為了弄清美國各階層醫療支出的
長期變化趨勢，在最新研究中，美國哈
佛大學醫學院等機構研究人員對過去
幾十年中開展的 22 項相關全國性調

查的數據進行分析。他們發現，第一個
變化趨勢的拐點出現在20世紀中期。

1965 年，美國政府開始實施面向
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醫療保險計劃
(Medicare)和面向低收入者的醫療救
助計劃(Medicaid)。在此之前，美國富
人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大約是窮人的兩
倍；而醫療保險計劃和醫療救助計劃
的實施使美國醫療資源分配更趨平均
，這方面的貧富差距迅速縮小，一度幾
近消失。

進入21世紀，這一趨勢又發生新
的變化。2004 年至 2012 年，隨著全國
醫療支出增長變緩，美國最富裕的五

分之一人口消耗的醫療資源增長了
19.7%，比中產階級消耗醫療資源的增
長速度快57%；在此期間，美國最窮的
五分之一人口消耗的醫療資源不升反
降，下降了 3.7%。醫療資源分配再次
趨 於不平等。

如果按三口之家計算，這項研究
中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家庭年收入
門檻為10萬美元；最窮的五分之一人
口家庭年收入低於2.2萬美元；60%的
美國家庭年收入介於上述兩個數字之
間，被稱為中產階級。

研究人員將個人消耗醫療資源的
總量界定為在醫療方面的總支出，包

括保險公司支出、個人花費和由政府
財政覆蓋部分。如果把研究範圍縮小
為享有的某項具體醫療服務，結果也
非常類似。例如，在門診次數方面，
2012年美國最富裕階層比其他階層多
出約40%。

研究人員把研究結果歸因於一系
列複雜因素，包括美國貧富階層收入
差距拉大，2007年經濟危機後中產階
級和窮人經濟狀況恢復緩慢，以及商
業醫療保險增加共同支付、提高免賠
額度等政策。

“在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病人不
得不放棄一些關鍵性治療的同時，富

人正在接受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治療，”論文作者之一、紐約市立大學
亨特學院教授戴 維•希梅爾斯坦說，
醫療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加劇也反映在
各階層死亡率的不平衡方面。與此同
時，美國人均壽命被一些按人的需要
而非富裕程度分配醫療資源的國家
遠遠甩在後面。這項研究凸顯建立全
國性醫療保險制度的必要性，以確保
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到他們所需的醫
療服務。
【來源:網路】

研究說美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現象加劇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918B 簡



AA1111人民日報版

焦点话题

近期，哈佛燕京图书馆宣布，该

馆 4200 部、共约 5.3 万卷中文善本特

藏的数字化工程历时10年，现已全部

完成，公众可免费在线阅读。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

学图书馆专门用于收藏与东亚相关

文献的场所，其中特藏的中文古籍

善本以质量高、数量多著称。“将中

文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并在网上

向公众开放，这就是我馆中文善本

特藏数字化工程的目标。”哈佛燕京

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介绍道。

时至今日，以各种方式流传至海

外的中文典籍数量已颇为可观，国内

外相关机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海外中

文古籍的编目与数字化工作，共同期

待着以数字化方式唤醒海外存藏的中

文古籍，嘉惠学林。

■中外携手摸清“家底”

目前，已知流传到海外的珍贵

中文古籍主要分布在亚洲、西欧和

北美地区，而要完全了解海外中文

古籍的存藏状况，还有待于海内外

加 强 合 作 ， 以 获 得 更 可 信 的 数 据

信息。

“ 我 们 计 划 在 一 两 年 之 内 ， 与

中华书局合作出版我们中文古籍的

目 录 。” 8 月 15 日 ，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东亚图

书馆馆长周欣平告诉本报，北美很

多大学图书馆都在与中国国内一些

单位合作，准备出版各馆的中文古

籍目录，“就北美大陆来说，这个

工作应该最近五六年就可以基本完

成。”

周欣平表示，晚清以降，不少中

文典籍被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带到

了西方；自20世纪初起，有些直接被

海外学术机构采购；这些典籍十分珍

贵，其中不乏国内已看不到的孤本。

“这批材料对国外学界研究中国文化和

历史大有裨益，都是非常珍贵的资

源。”周欣平认为，当前海内外学界的

一大任务，是进一步摸清海外中文古

籍的存藏情况。

这 也 正 是 《海 外 中 文 古 籍 总

目》 出版项目一直以来的任务。该

项目于 2015 年 5 月启动，由中华书

局主持、海外藏书机构共同参与。

除摸清海外图书馆存藏中文古籍的

“家底”外，它的目标还在于促进散

落 世 界 各 地 的 中 文 古 籍 善 本 以 影

印、数字化等形式重新面世。中华

书局的张进向本报介绍了 《海外中

文 古 籍 总 目》 编 纂 工 作 的 最 新 进

展 ： 北 美 地 区 的 工 作 开 展 最 为 成

熟，今年已经出了 3 种书，年内仍

有出书计划；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

在欧亚地区逐步展开合作。截至目

前，签约合作的单位达到 17 家，正

在商谈的有 10 家。

■免费公开造福全球

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外中文古籍的数字化与公

开 化 正 帮 助 世 界 越 来 越 多 地 了 解

中国。

“由传统向数字化转变是个大趋

势，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在馆藏资源

可供读者获取和使用。”郑炯文说。

此次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

数字化项目的完成，便为海外中文

文献资源数字化共享树立了典范。

在互联网时代，哈佛燕京图书馆率

先利用新技术将中文古籍数字化成

果与读者共享，将大大造福全球学

界和民众。

“就像梁启超所说的‘学术乃天下

之公器’”。周欣平同样表示，“只有所

有图书馆都做到免费公开，才能把整个

国家的文化水准提高，因为它方便了研

究，方便了学习，也方便了大众。”

“ 认 识 中 国 就 要 读 中 国 的 书 ”。

周欣平说，“尤其在国外的学界，对

这些古籍的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国文

化、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途径。”

■保护工作有序推进

海外中文古籍的保护与编纂并

非易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

力。目前，保护工作所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缺乏对中国古籍有深入了解

的专业人士。“总的来说，海外中文

古籍保护工作的质量参差不齐”。郑

炯文认为，“海外图书馆需要拥有训

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才能做好这一工

作。”

郑炯文表示，在此前哈佛燕京

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的

运作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经”

“ 史 ” 等 部 的 工 作 上 给 予 了 帮 助 。

“我们希望中国专家能定期来北美东

亚图书馆访问，帮助整理、加工和维

护馆藏古籍，在编目工作和抢救工作

中起到带头作用。”

对于这一难题，伯克利分校东

亚 图 书 馆 的 做 法 是 “ 请 进 来 ” 和

“送回去”。“我馆与上海图书馆、中

华书局有着多年的合作”。周欣平

说，“一方面，我们请一些中国的古

籍专家到美国帮助整理古籍善本；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一些中文古

籍送回中国，请国内相关专家团队

协助整理。”

“目前来说，已经数字化的古籍基

本上都开放了，还没有数字化的也要

逐步开始数字化再开放，这一潮流是

不可逆转的。”周欣平说。如今，海外

中文古籍目录编纂已步入正轨，影印

出版和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也在有序进

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

更清晰地看到海外存世中华古籍的辉

煌全貌。

事 件
新 闻

福礼堂《周礼》。 （资料图片）

海外中文古籍上网晒真迹
叶晓楠 杨 舒

在敦煌，适合思考，尤其适

合思考“一带一路”话题。

9 月 19 日 ， 2017 “ 一 带 一

路”媒体合作论坛在敦煌举行。4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

响日益显现，无论是从“中国倡议”

到“国际行动”，从“中国理念”到

“国际共识”，还是“中国方案”融入

“全球治理”，展现的都是共建“一

带一路”给世界带来机会，带来

四重效应：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 要 想

富，先修路，基建是经济发展基

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

国 家 每 年 基 建 投 入 约 1 万 亿 美

元，估计到 2020 年每年至少还需

增加 1 万亿美元。到 2030 年，全

球预计将需要 57 万亿美元基础设

施投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

说抓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牛鼻

子，展示了中国新比较优势。一

项海外研究显示，2017 年全球基

建投资中，中国占比 31%。中国

参与的海外建设项目多达 1034

个，多数位于亚洲、中东和非洲，

其中 40%为铁路基建项目。通过

倡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

路”建设正在改善全球化，引导投

资流向实体经济，利于消除全球

金融危机之源，让全球化惠及更

广泛的民众。

产业承接，战略对接。“一带

一路”建设成为相关国家抓住产

业承接机遇，融入全球价值链体

系的难得机会，因此有不抓住

“一带一路”就抓不住 21 世纪机

遇 的 说 法 。“21 世 纪 是 中 国 世

纪”，“中国世纪来临的标志就是

‘一带一路’”。它的核心内容是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

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

推 动 世 界 走 出 全 球 金 融 危

机。文一教授在 《伟大的中国工

业革命》 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

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

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 100 倍，

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

20 倍。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各

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

车。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顾问

说：到 2050 年，“一带一路”建设将

贡献80%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增30

亿中产阶级。未来 10 年，新增 2.5

万亿美元的贸易量。

今天的世界需要合。天下大

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

创造规模和系统效应，带来集约

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合，是中

国文化强项。以高铁为例子，未

来世界八成人生活在城市里，城

际互联互通主要靠高铁、城际铁

路、轨道交通，高铁正是国际装

备“走出去”的标志。设施联通

是合作发展的基础。陆上、海上、

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关键

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

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

口网络，将备受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中

国发展中解决世界的发展问题。

比如，消除贫困，“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人类生

产、生活的新布局，以发展求安

全，以安全促发展。再如，消除

贫富差距，“一带一路”建设促

进东西互济，陆海联通，缩小差

距。又如，完善全球治理，“一

带一路”倡议主张标本兼治，统

筹协调。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

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

平丝绸之路，就是在推动人类生

产、生活、思维模式大转型，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

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 王义桅

瘦西湖上赏“非遗”

天山天池景色美

入秋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天池风
景区秋高气爽，景色秀丽，美不胜收，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周东潮摄（人民视觉）

近日，“非遗文化月”活动在江苏扬州瘦
西湖风景区举办，众多绝活轮番上演，为游客
献上一道“非遗”文化大餐。图为扬州木偶艺
人在进行木偶表演。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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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國最具公信力的公益團體
紅十字會(The American Red Cross)為哈維颶風立即需要幫助
的受災戶重新更新網站。該組織日前遭受 「網頁停機」 ，由於
大量人數為申請400元的補助券而擠爆網站，造成當機，因此
，紅十字會決定重啟網頁。

上周，紅十字會表示21日將會推出新網點，新網頁沒意
外應該可應付大量的申請者。

登記程序會持續開放至10月10日，針對那些居住在德州
39個縣級災害申報區，包括休士頓地區的受災戶都有資格申

請。紅十字會表示，他們將會重新審核那些原先在舊網頁申請
的人。

與此同時，該組織也發出聲明表示， 「正在處理那些先前
註冊，卻因網路超載而被擱置未完成程序的申請人。紅十字會
舉例，由於系統超載，部分申請者未能收到參考代碼或無法選
擇付款方式，目前正在處理，過幾天會解決。符合資格的申請
人將會透過簡訊或電郵告之下一步的完成程序。」

有需要的受災民眾可透過紅十字會網站https://harvey-
help.redcross.org/index.html申請。

負載過量大當機負載過量大當機 美紅十字會更新哈維補助申請網頁美紅十字會更新哈維補助申請網頁

紅十字會積極協助賑災紅十字會積極協助賑災。。((取自取自ABCABC1313))

紅十字會積極協助賑災紅十字會積極協助賑災。。((取自取自ABCABC1313))

2017年8月28日的上午，大雨已經下了
三天，三天來風聲、雨聲、手機警鈴聲交加
不斷，但排水系統較好，並沒有多少積水，
所以人也沒有感到什么緊張，相反，難得一
家人在家休息，看看電視，似乎還有些許的
愜意和溫馨。

下午2點左右，對面鄰居兩戶美國人先後
急匆匆的離開，引起了我的警惕，手機的警鈴聲似乎也更
加地急迫，原來我們小區由橘紅色警區忽然上升為紅色警
區，政府要求居民立即撤離，至此我才意識到情況有些嚴
重。我年邁的母親己95歲且腿部骨折還未痊癒，她執意
不願撤離，為了說服她，我們耽擱了約半個小時，這半小
時眼看著路上的積水一步步往上漲，情況緊急，必須馬上
撤離，於是我和大兒子商量，決定開兩部車撤走，大兒子
開車先行，他開出不久人就返回了，原來根本出不去了，
水己蠻深，他的車行駛了一會兒就熄火了，看來憑我們的
車想自己撤離己不可能！此時只能自我安慰，畢竟水還沒
有進家，再說我們家是兩層樓的房子。自做沙袋、搬遷幹
糧至二樓，做好抗洪的一切準備工作。

從28日下午至29日清晨，老天爺似乎有無盡的悲傷
，流不盡的淚水，而這時排水系統好像徹底不行了，雨水
再也流不走，積水逐漸漲高，車道變成了小溪、變成了河
流，越來越深、越來越寬。這一夜好多朋友發來微信、打
來電話，關心我們的境況，甚至有人將我們的困境發到微

信群，這一夜我徹夜未眠，時刻注視著水情，這一夜也幾
次三番地做老母親的工作，讓她準備撤離，做好配合。

29曰上午7點多鐘，來了三位素不相識的先生，他
們是周維豐、孫志剛、袁明東，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他
們不知看到那個群的信息，開著大皮卡車就來迎救我們了
，大皮卡車也進不了我們小區，只好徒步涉水而來，他們
三人和我大兒子一起將我老母親坐著輪椅，一步一步抬出
大腿深的水區，幸好此時雨下得小些。我們坐著他們的皮
卡來到周維豐的家，原來他們家已經住了20多位避難的
同胞，周太太熱情接待了我們，並忙碌著做飯菜招待我們
，令我無限地感動！

感謝恩人—周維豐、袁明東、孫志剛冒著危險，熱心
救援我們！感謝魏船長船隊，因為他們也己安排救援我們
！感謝所有熱心相助的朋友！還要感謝來自大洋彼岸祖國
包胞對我們的關心，使我們在困境中感受到無限的鼓舞和
關愛！

感謝你們！感謝愛我們的神！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

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三名民間救難英雄日前在美南國際電視台三名民間救難英雄日前在美南國際電視台STVSTV1515..33節目上接受主節目上接受主
持人娟子採訪持人娟子採訪，，分享救援事蹟分享救援事蹟。。((馬明華提供馬明華提供))

[作者：馬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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