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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租金、收入走低和住房援
助的不足，美國的貧困家庭越來越難
找到可負擔的住房。租戶擔心，新的稅
收法案以及可能削減住房援助的政
府巨鼎，將令問題更加嚴重。

據npr估計，美國1100萬戶家
庭的房租已經超過了收入的一半，
這一數字隨著經濟適用住房供應
量的減少而逐步增長。租戶說，結
果是有些人被迫在支付租金或食
品和藥品等其他必需品之間作出
選擇。

但業主說租戶不交房租只會
增加經濟適用房的短缺。威斯康星
州東南部的公寓協會律師海納•
吉斯(Heiner Giese)說，沒有租金收
入，房東很難支付抵押貸款或其他
賬單。

吉斯在參觀城市北面的一個街

區時指出了影響，這些街區由
適度的獨棟住宅和複式住宅組

成。幾乎每一個街區都有一兩個空置
的房屋被拆除。許多仍然矗立的房子
被封，有幾個被燒毀。

吉斯說，他同情那些沒有足夠
的錢來支付房租的家庭，即使月租
只需700-900美元左右，但他說所
有的一切都在被擠壓。他說：“對于
租戶來說顯然是非常困難的。”“房
東也很困難，因為壓力大，房東最
終賠錢。”

美國州議會州麥迪遜(Madi-
son)的所在地戴恩郡(Dane Coun-
ty)附近的房屋管理局執行主任羅
伯•迪克(Rob Dicke)說：“美國沒
有一個郡可以幹最低工資的工作，
還住得起兩臥公寓。”

迪克說，他的兩居室公寓的平均
租金是每月1,091美元。他估計，以每
小時7.25美元的最低工資，一個人起

碼要幹三個全職最低工資工作，才能
夠負擔得起這樣的住房。

他說，地區需要在未來的25年
內，每年創造1000個新的經濟適用
住房，以滿足需求。但沒有人期待
這種事情會發生。

迪克和其他房屋倡導者擔心，
上個月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稅法可
能使情况更糟。他們認為，通過降
低稅率，被開發商用來支援經濟適
用房的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貸款，
將變得不太具吸引力。住房補貼租
房者也可能面臨風險。美國眾議院
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堅持
對聯邦住房援助施加工作要求和
時間限制。

他上個月對福克斯新聞(Fox
News)說：“人們希望身體健康的人
能夠上班，他們希望我們讓人們擺
脫貧困，融入勞動力市場。這對他
們有好處，對經濟有好處，這對聯

邦預算是有利的。”
特朗普總統上周末就這個提

議潑了一些冷水，說任何福利的改
變都需要得到民主黨的支持，而這
是不太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提
出削減數十億美元的低收入家庭
住房援助。國會正面臨著由于赤字
增長而減少支出的壓力。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的高級研究員蘇珊•波普金(Su-
san Popkin)說，實際上沒有足夠的
房屋援助。她說：“全國只有五分之
一的家庭有資格獲得援助。”

而且波普金認為這些數字可
能會變得更糟。她指出，今天建成
的大部分出租公寓屬於高端市場，
而不是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
而建。來源：僑報網

住不起的住不起的20182018年年 美國可負擔住房美國可負擔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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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在美國買房有人歡喜有人愁有人歡喜有人愁

如今的美國，學貸債務創歷史新高、積攢首
付面臨挑戰、許多地區房價暴漲，很多美國人，
尤其是年輕人，想擁有自己的住房越來越難。

在這樣情况下，最新報告卻顯示全美10個
城市的住房擁有率在大幅上漲。

據今日美國報導，美國人口調查局2017年
10月公布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第三個季度，約
63.9%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住房，但35歲以下美
國人只有35.6%。

數據顯示，美國人住房擁房率最高點在
2004年，達69.2%，此後一直處于下降趨勢。

不過，Realtor最新報告稱，全美至少有10
個城市住房擁有率在大幅增長。

其數據顯示，在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印
第安納州以及主要大城市之外的一些小城市和
南部中心地帶，居民擁房率處于增長態勢。

這些地區的房價相對便宜，超過半數的房
價中位數低于全國水平。目前美國平均房價中
位數為274,492美元。

10個住房擁有率在大幅增長的城市都是哪
些呢，一起隨僑報網看個究竟吧。

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Milwaukee）
住房擁有率：68.7%
比過去三年增加：11%
房價中位數：224,950美元

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Charlotte）
住房擁有率：62.8%
比過去三年增加：10.5%
房價中位數：327,050美元

田納西州孟菲斯（Memphis）
住房擁有率：61%
比過去三年增加：9.3%
房價中位數：195,050美元

馬裏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
住房擁有率：68.4%
比過去三年增加：7.3%

房價中位數：30萬美元

賓夕法尼亞州阿倫敦（Al-
lentown）
住房擁有率：74.8%
比過去三年增加：7.3%
房價中位數：225,000美元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
（Pittsburgh）
住房擁有率：74%
比過去三年增加：7.2%
房價中位數：174,950美元

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AlbuquerAlbuquer--
queque））
住房擁有率住房擁有率：：6666%%
比過去三年增加比過去三年增加：：55..77%%
房價中位數房價中位數：：239239,,950950美元美元。。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Nashville））
住房擁有率：68.8%
比過去三年增加：4.9%
房價中位數：359,050
美元

德克薩斯州達拉德克薩斯州達拉
斯斯（（DallasDallas））
住房擁有率：60.7%
比過去三年增加：4.8%
房價中位數：339,950
美元

紐 約 州 雪 城紐 約 州 雪 城
（（SyracuseSyracuse））
住房擁有率住房擁有率：：6666..55%%
比過去三年增加比過去三年增加：：44..66%%
房價中位數房價中位數：：149149,,950950
美元美元
來源來源:: 僑報網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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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大數據、人工智能化時代，人們日常生活
的各個領域都面臨快速而深刻的變革。不可避
免的，大數據與人工智能也正在走入房地產行
業，並邁出了變革的第一步。下文是介紹了當前
這一領域的領先者——美國房產經紀巨頭
BHHS（Berkshire Hathaway HomeServices）的
探索之路。

一、數據分析的4個階段
在數據分析的進化過程中，我們已經走了

很長一段路，但引用搖滾老將艾麗斯-庫珀（Al-
ice Cooper）的話而言：“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上世紀90年代初，緩慢、基礎的後台程序占據
統治地位。數字分析主要用于支持內部决策，與
實際的前臺業務並無關聯。為了便于討論，我們
且稱之為數據分析的1.0階段。

接著來到了21世紀初，數據分析進入2.0階
段。穀歌、支付寶等公司開始關注大量的非結構
化數據。“數據科學家”由此興起，在他們的觀測
之下，數據管理活動日漸盛行。

隨著大數據開始被大型企業采用，數據分
析進入3.0階段。集團企業聘請數據科學家、收
購規模較小的數據公司，充分利用分析的力量。

最後，數據分析進入4.0階段，也就是我們
現在所處的時代。隨著預測分析和認知分析的
出現，機器學習也開始了。突然間，人工智能不
再是科幻電影裏的情節，而是一種可行的商業
决策工具。對大數據和分析的適當迷戀與人工
智能時代結合之後，商業領袖們必須面對這樣
一個現實：當數據分析過程完全自動化以後，機
器可能會决定我們下一步的行動。但是，作為一
個商業團體，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相信這些機
器的一言一語？

二、從Facebook開始，人工智能逐步
進入商業運作

從臉書的經驗中得到的啟示而言
，答案是肯定的。2017年3月，臉書推出
了一項試點項目，該項目使用人工智
能來主動識別臉書上有潛在自殺傾向
的帖子，僅在第一個月就檢測出100個

“有自殺傾向的用戶”，並在第一時間
采取措施阻止悲劇發生——這都要歸
功于臉書的人工智能系統。

人工智能拯救生命的消息出現的
恰逢其時，此時大數據分析正從人為
參與向自動化轉變，這一轉變意味著
管理層領導必須相信人工智能的力量。

在廣告業，人工智能目前雖是小眾市場
，但確實很受歡迎。2017年11月初，寶馬開發

了一款Snapchat高清仿真車用產品，該產品與
Snapchat著名的“跳舞的熱狗”或“人工智能濾
鏡”不同，這是增強現實版產品的廣告首例，也
是慶祝寶馬X2上市宣傳活動的一部分。用戶仿
佛就站在車旁，手裏拿著手機，可以自定義車輛
顏色及從各個角度觀看車輛細節特徵，用一種
全新的方式與X2互動。

同月，阿迪達斯與Salesforce合作推出一款
新的移動應用游戲。通過與用戶互動，該應用會
根據用戶的偏好及行為習慣進行調整，從而創
造出高度個性化的移動體驗。該應用內的嵌入
式人工智能可以瞭解用戶的特定喜好，為他們
展示定制化的產品推薦、文章、博客文章、視頻
以及用戶最喜愛的體育和運動員情况的實時更
新。

如果廣告商、科技公司和社交媒體大腕都
在擁抱人工智能，那麼商業巨頭呢？

據2017年普華永道發布的一份名為“全球
人工智能研究：探索人工智能革命”的報告預計
，截止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為全球經濟貢獻
15.7萬億美元，而在同一年，當地GDP將從人工
智能活動中獲得約26%的增長。

該研究證實，人工智能的核心問題並非是
其生存能力，而是負責任地使用它的能力。
（Facebook防自殺檢測系統還開發了自己的語
言，于 2017 年 夏 初 被 迫 關 閉。幾 周 之 前，
SpaceX CEO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
上說，“幾年之後，機器人的行動會如此之快，你
需要閃光燈才能看得到它。”）

人工智能除了作為一個科學概念尚未被完
全理解之外，它還是一項必須保護消費者利益
的舉措，而不能成為商譽受損的先兆。對任何行
業而言，擁有精通專業且具備數據分析能力的

員工都是成功的關鍵。客戶數據須保護得當；隨
著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必須及時更新。你
是否擁有合適的人才來操控人工智能技術？這
個答案將確定你是否做好了擁有人工智能增強
系統的準備。

三、從主觀到客觀的轉變，當人工智能進入房產
行業

如果你仍未理解人工智能的作用，那麼由
一個精通數據的領導者或員工進行預測分析會
給你的業務帶來很大的幫助。位于底特律的
Berkshire Hathaway HomeServices Loft Ware-
house公司總裁杰羅姆•韋斯（Jerome Huez）創
造了一個“理想指數”（Desirability Index），用以
記錄消費者購房時最看重的內容——康樂設施
、房產位置、單位面積等等。這個指數有助于確
定房產的預測價值，方便開發商對多種飾面、便
利設施及可選項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由BHHS代理的美國內華達州亨德森5臥6
衛豪宅，土地面積2752平方米，售價約4,156萬
元人民幣。

該指數由MLS數據系統生成，並經季度驗
證以確保錄入到模型中的數據是準確及最新的
。之後韋斯花了幾個小時分析該指數所
產生的數據，他說：“基于這個需求曲線
模型可以告訴我消費者想要什麼，但它
無法告訴我為什麼。”

韋斯和他的經紀人與全市房地產
投資者合作，在完全基于數據和預測分
析上，正在打造一個全新的底特律——
一座正在經歷自身變革復興的城市。

他解釋說：“我厭倦了各種各樣總
是主觀而非客觀討論物品定價方式的
會議，”韋斯預計在一到兩年的時間裏
，“理想指數”的生成過程將會完全自動
化。屆時，有關房地產開發的决定將取

决于機器，即人工智能與預測分析的結合。
韋斯對這個目前尚處于手動模式的系統進

行瞭解釋，“能為客戶提供這種服務讓我們非常
興奮，”他還指出在底特律沒有任何經紀公司擁
有類似于“理想指數”的系統，能幫助投資者確
定最佳建設方案。他表示：“這種競爭優勢意味
著客戶只願意與我們合作，不然他們還能到哪
裏獲取這種每天生成的信息？”

作者：HomeServices Franchise (HSF) Affiliates
LLC業務發展和運營高級副總裁克裏斯•斯圖
爾特（Chris Stuart）
位于加州爾灣的HSF Affiliates LLC經營和管理
房地產經紀網絡 Berkshire Hathaway Home-
Services、Prudential Real Estate 和 Real Liv-
ing Real Estate。而作為舉世聞名的沃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旗下企業，Berkshire Hatha-
way HomeServices是美國發展最快的房產經
紀網絡之一，共有43,000名專業房產經紀、共1,
300家經紀公司，遍布美國主要城市和城郊市場
。2017年 Berkshire Hathaway HomeServices正
式與居外網展開合作，用中文向中國買家展示
他們的美國掛牌房源。(取材居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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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類地產自1980年在美國初具雛形以來，已經歷了35個
年頭。這35年的發展也使其成立了一套完整的體系與法規。按
照服務專業程度的不同，美國的養老類地產可以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類是 Active Adult Communities and Senior Apart-
ments，這類型養老地產主要以公寓為主，要求入住老人在55歲
以上。主要提供的服務有日常娛樂活動，豐富老人的生活。

第二類主要為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務，三餐和交通，叫做In-
dependent Living Facilities，簡稱為 ILFs，也被稱作 Congre-
gate Care Facilities。這類地產大多是出租的為主。

第三類是比ILFs提供更多服務的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簡稱為ALFs，主要群體有奧茲海默(老年痴呆症)患者等沒有生
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第四類可提供最高等級服務的社區，Skilled Nursing Facil-
ities，即SNFs，必須獲得州政府的許可才能營業。主要為老人提
供日常的醫療服務，出院後護理、恢復。這類社區的支出大部分
由美國社會醫 療保險承擔(Medicare/Medicaid)。

第五類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務，可以說是以上4種類型的
綜合體，叫做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ies，簡稱為
CCRCs。社區內既提供醫療服務，也提供家政、三餐服務等，可以
算作是養老類地產中的“頂配”。

投資不足美國養老類地產供不應求
1990年之後，養老類地產的供給就一直處于下滑狀態。到

2002年，新建養老地產較1999年下滑了近80%，這一現象主要
歸結于投資者目標轉移，資本輸入減少。在過去的幾年裏，開發
商重新重視養老類地產，新開工項目如雨後春笋。然而，這些新
項目仍不能完全滿足需求。

在需求方面，自2000年以來，65歲以上人口就一直處于與
穩步增長狀態。數據顯示，每年約有50萬人加入“65+大家庭”。
根據美國統計局預測：2030年，美國65歲以上老人將占總人口
的20%左右。人口老齡化也為養老類地產提供了發展契機，該市
場將會從幕後走到台前，成為主流地產開發項目之一。

老年人口眾多
美國養老類地產市場潛力巨大

在1964年之前出生的人
口已步入老年，這些都將使養
老需求產生巨大的缺口，美國
養老類地產的潛力巨大。

首先是二戰後的嬰兒潮，
也就是 1946 年-1964 年出生
的人口，為美國貢獻了8千多
萬人口，是美國有史以來持續
出生人口最多的一代。根據美
國統計局數據顯示，這類人群
占總人口的16.7%，每年支出
達到2萬億美元。

然後是沉默的一代，大約
有5千萬人出生在1925-1945
年的大蕭條時代，他們其中的
大多數已經退休。

最偉大的一代也就是
1945年之前出生的人口，這一代人屬於“二戰老人”，他們中的
大多數都經歷過戰爭的洗禮。由于年事已高，這一代人需要更專
業的護理。

開發養老類地產需層層審批
存在運營、市場滲透風險

中國投資者進入該市場最大的挑戰就是獲得審批。養老類
地產對專業要求相當之高，需要獲得聯邦、州政府的層層審批。
其工作人員也必須有相關從業資格，因此初入市場的投資者往
往會應接不暇。

此外，美國醫保政策也與該行業息息相關。前文所提到
SNFs和CCRCs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政府醫療補助，因此他們也
面臨諸多政策限制。

其他風險還包括運營風險、市場滲透風險等。投資者在涉足
該市場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

高品質品牌社區受青睞
建立品牌化老年公寓勢在必行

據美國商業地產部調查數據顯示，儘管養老類地產供不應
求，但是大多數老人還是傾向于高服務質量的品牌社區。同時，
在家庭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城市圈，老年公寓更受歡迎。
在一些中低收入地區，大多數老人仍然與子女居住，或者獨居。
這點也從側面顯示出中產階級老人更願意、也更有經濟實力負
擔老年公寓。因此，建立品牌化老年公寓勢在必行。(文章來源：
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03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養老類地產已發展美國養老類地產已發展3535年年
體系與法規完善體系與法規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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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和養房的花費不必多說，但別忘了賣房也是要花錢的！
為了幫助賣家制定費用預算，Zillow 再次攜手 P2P 服務平臺
Thumbtack，列出多項在賣房時經常被忽視的費用類別，並預估
相應數額。

我們的合作報告顯示，在美國，房主在賣房時平均至少花費

1.5萬美元。

手續費Closing
Costs

賣房的手續費也被稱為
過戶費用。在美國賣房需要支
付的最大兩筆手續費分別為
中介費（agent commissions），
以及大多數州都會收取的銷
售或轉讓稅（sales or transfer
taxes）。

以最新美國房屋價值指
數中位數（20.27 萬美元）為例

，房主需花費1.25萬美元用于支付這兩項手續費。
此外，賣家還要承擔其他小額手續費，比如產權保
險費（title insurance）和托管費（escrow fees）。

房屋整修費 Home Prep Costs
大多數房主會在房屋挂

牌銷售前完成至少一項房屋
整修項目。

雖然有些房主傾向于自
己做整修，但對于更多選擇
雇傭專業人員來做整修的房
主來說，做房屋整修平均至
少要花費 2650 美元。最常
見的五項房屋整修項目包括
：房屋裝飾、地毯清洗、內墻
粉刷、草坪修剪和房屋清掃。

地區差異
與房地產市場所涉及的

其他方面一樣，這些隱藏的
賣房費用也存在巨大的地區
差異。

舉例來說，在加州舊金
山賣房所需的費用是所有城
市中最貴的。房主平均要花
費至少5.5萬美元用于支付
各項手續費和修繕費。

與之相比，俄亥俄州克
利夫蘭的房主在賣房時的平
均花費僅為1萬美元出頭。

預估利潤
Zillow 集團住房消費趨

勢報告指出，儘管出售房屋
花費不菲，但大多數（73%）
賣家依然對交易感到滿意。

為了方便賣家估算賣房的利潤，我
們為在Zillow平臺挂牌出售房屋的賣家
提供了一個工具——賣房收益計算器

（Sale Proceeds Calculator）。這個計算器會對各項費用進行細
分，並結合售價算出預估利潤。

上圖是賣房成本最高的 10 個城市。(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03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賣房費用最全解析美國賣房費用最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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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稅局教你美國國稅局教你77種方法種方法
規避稅務詐騙規避稅務詐騙

(本文轉自 CNN財經)在美國，每個人的一生都在
和稅打交道，無論妳是年薪百萬的高管，還是一般工作
的白領，妳都逃不開報稅、退稅等等和稅務有關的活動，
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不法分子利用稅務信息進行詐騙
，讓很多納稅人蒙受損失。

據CNN報道，IRS (國家稅務局)，國家稅務機關和
報稅公司都同時在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從而避免犯罪分
子有機可乘。但是IRS(國家稅務局)聲稱，就算有關部門
再努力進行保護，也不能夠阻止退款的欺詐行為和涉稅
身份盜竊。所以，作為納稅人的妳，還是應該要采取積極
的措施，去防範於未然。

今年5月初，美國國稅局表示，犯罪團夥使用“Get
Transcript”工具，從國稅局網站上下載了33萬人的稅務
表格，並進行電話詐騙，無論是從詐騙範圍還是從詐騙
的金額上來講，這都創造了電話詐騙的歷史的最高水平
。

美國國稅局的局長 John Koskinen 在上周四關於稅
收、安全、一起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我們盡最大努力
去保護納稅人的權益和信息，但是還是希望所有納稅人
從自身做起，加強自我保護意識。”

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IRS主要推薦了以下七個方
法保護妳的個人隱私和防止稅務詐騙。

1.不要被偽裝成稅務機關的電話、郵件，或者短
訊所欺騙。

這種行為其實就是詐騙，請謹記：聯邦和州稅務機
關絕不會跟妳聯系，並且威脅妳將會受到懲罰、訴訟或
者坐牢。

2. 不要點開任何可疑
的網絡連接和郵件附
件

偽裝成稅務部門的郵
件往往帶有附件，這些附
件請不要輕易打開，因為
這些附件往往都帶有病毒
，從而感染妳的電腦，竊取
妳的個人信息，

3. 保護您的電腦
在妳的電腦上安裝安

全保護軟件，定期掃描病
毒和開啟防火墻。

4. 對重要的文件進行
加密

這包括了妳個人的財
務或者稅的數據。

5. 重視紙質文件
對於還要使用的紙質文件，一定要把它們鎖起來，

然而如果對於不使用的重要文件，一定要及時的粉碎及
銷毀它們。

6. 關註妳的信用記錄
至少每年檢查一次妳的信用報告和社會保障的盈

利記錄，以確保妳的信用卡或社會安全號碼沒有被盜用
。

7. 不要過度分享
當今的人們很難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狀態，

但是請妳謹記：不要分享自己
的個人信息，例如：妳的地址、
妳的銀行信息、妳的姓名，或其
他。這樣可以有效地避免犯罪
分子劫持妳的身份和數據。

來自於領先的稅務軟件公
司的代表指出，報稅公司將分
享新的數據轉換，並且聯合國
稅局和國家稅務局申報圖形信
息。以進一步加強對納稅人的
身份保護，從而有效的阻止犯
罪的發生。但是從個人的角度
來講，保護好自己的稅務信息
是最佳的自我保護方式。所以
，加強自我信息的保護從自身
做起，才能夠最有效的防止稅
務詐騙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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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報稅的有關報稅的1010件事件事，，你需要了解你需要了解
今天我們來學習報稅期間需要註意的事。比如，如何盡可能

的拿到稅收減免優惠？如果妳是自主經營，該如何報稅？如果妳
無法在納稅日前報稅，是否可以延期？等等。來看看下面這篇編
譯於福布斯的文章。

1.妳可能不需要提交聯邦所得稅申報表。
不是所有有收入的人都需要申報聯邦所得稅。是否需要申報取
決於妳的收入水平、收入來源以及妳的申報納稅身份和年齡。對
大部分的納稅人來說，這兒有壹個簡單的計算方式：用妳的標準
扣除額（Standard deduction)加上個人免稅額(personal exemption)
得到應交稅款。

2，即便妳不需要申報聯邦所得稅，妳也可以拿到相關稅收優惠
和減免。

“稅收抵免”（Tax Credits)是美元對美元的降低納稅金額，通常比
“稅收減免”（Taxable income)更劃算，因為“稅收減免”只是降低
妳的應納稅收入。此外，有的時候美國機會信貸(AOC)即便在妳
不欠稅款的情況下也能幫助妳通過積分返現。

3.即便妳不采取分項扣除（Itemized deduction)也能拿到壹些特定
的稅收減免優惠，比如學生貸款利息寬減。
為了拿到大部分的稅收減免優惠，妳必須要采取分項扣除，而約
三分之二的人不會逐壹扣除。如果妳也是這樣，沒有關系。美國
國稅局(IRS)對沒有采用分項扣除的納稅人通過調整總收入的方
式仍然提供壹些特定的減免優惠。,妳可以在妳的1040表格第壹
頁的底部進行手動減免。

4，如果妳是自主經營，請及時預估並支付相關稅額。
如果妳被雇傭，妳的雇主將會每月根據妳的收入從妳的工資中
預扣壹定的稅額上交給國稅局，在年終的時候，根據妳的財務狀
況，妳可能會欠更多的稅，可能會持平，也可能會得到退稅。但如
果妳沒有雇主（妳就是雇主）或者妳在不需要預扣聯邦所得稅的
情況下取得收入該怎麽辦呢？美國國稅局建議如果不想遭受大
量的罰金，妳應定期進行應繳稅額的預估並支付。這不僅僅針對
於自我經營者，對幾乎所有收到1099表格的人都適用。為了更好
的預估稅額，妳將會用到1040ES表。預估稅額需要按季繳付，如

果妳不繳付或晚繳付都會受到罰款。

5，即使妳無法支付稅單，妳也應該提交壹份申報。
沒有正確的提交申報或是沒有及時支付納稅金都會受到罰款。
如果在納稅日妳沒有能力支付所有的稅單，妳可以用信用卡支

付或是跟國稅局建立支
付計劃。

6，註意截止日。
如果妳沒有在截止日前
申報並支付應繳稅，妳
將會受到罰款。通常來
說妳的雇主和金融機構
會有他們自己的截止時
間。如果妳不報稅，國稅
局將有權利在任何時間
評估並強行納稅。為了
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
要盡快報稅，即使時間
來不及。如果妳想要延
期報稅的時間，妳需要
在報稅截止日前申請。

7，延期報稅並不等於延
期支付。
如果妳到納稅日還沒有

準備好妳的報稅單，妳可以申請壹個自動延期。最常用的延期報
稅方法是填寫聯邦表格4868.需要註意的是，延期報稅並不等於
延期支付。如果妳想要延期報稅，妳並不需要支付任何現金。但
如果妳想要延遲支付，妳需要先支付壹定金額來申請延期。

8，即便年終已過，妳仍然有機會減少妳的稅單。
通常來說，如果妳想要拿到盡可能多的稅收減免優惠，妳必須在
年終前行動。但這裏有壹個例外：投資妳的個人退休賬戶（IRA）
。如果妳在報稅年投資個人退休賬戶，妳就可以在報稅截止日前
申請以往年間的稅收減免，得到稅收補償。

9，如果妳報稅和支付失敗，政府可以采取壹些較激烈的手段，甚
至沒收妳的護照。
我希望妳們明白的是，報稅是壹件非常嚴肅的事，如果妳不服從
規則，政府自有辦法來讓妳服從。如果妳欠稅，國稅局可以沒收
妳的工資和銀行賬戶，甚至會讓國務院撤銷妳的護照。所以絕對
不要無視國稅局的來信。

10，稅務師的好壞並不完全取決於價格。
當妳準備找壹個專業稅務員來幫妳報稅，該怎樣來判斷他/她的
專業程度呢？不要以價格的高低來判斷稅務員的好壞。妳可以通
過問問題來判斷，或是讓妳的朋友為妳推薦壹個。再者就是查看
報稅員是否有PTIN（申請報稅號碼），國稅局網上有壹個數據庫
，可以幫助妳找到離妳最近的專業報稅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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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策多變華人心中生憂
2017年是全球移民政策大起大

落的一年。新西蘭創業移民工簽拒簽
率持續增高、澳大利亞廢除 457 工作
簽證、德國通過“打分制”提高移民門
檻、匈牙利國債移民項目關停、美國則
不斷收緊移民政策，大幅減少綠卡配
額。
移民政策收緊

近日，據新西蘭天維網援引當地
媒體報道，新西蘭移民局日前透露，創
業移民的工簽拒簽率目前已達 80%，
居民簽證的拒簽率已達50%。

“據公司去年數據統計，新西蘭
創業移民工簽申請中，中國籍占比
70%”，在新西蘭從事留學移民工作的
王奕白接受採訪時說，“新西蘭創業移
民簽證一般需要先申請創業移民工作
簽證，在新西蘭做生意年滿2年後，再
申請創業移民居民簽證。近年來，很多
華人都是走這條路移民新西蘭，但近
期新西蘭創業移民拒簽率持高不下，
導致客戶一直抱怨。”

不僅是新西蘭，美國、澳大利亞
等國也收緊了移民政策。

據澳洲新快網報道，澳大利亞聯
邦政府取消457工作簽證，並對186簽
證和 187 簽證(雇主擔保永居簽證)的
申請條件作出修改。澳大利亞移民部
官網發佈聲明，宣佈用新的TSS簽證(
臨時技術短缺簽證)取代舊的457簽證
類型。2018年3月將完全代替。

此外，提倡“美國優先”的特朗普
政府也對移民法案進行了大幅度改動
，《改革美移民強化就業法案》草案的
推出，使得合法移民數量減少，親屬移

民名額受限。每年移民入籍的人數，將
從現在的100萬人，減少到50萬人。

多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導致移民
成功與否成為一個未知數。
背後諸多隱憂

“美國以國家利益為重，自我保
護為先，這背離了美國一貫的移民政
策，恐影響美國未來的國際聲譽。”在
紐約工作的孫瀾濤律師接受採訪時說
，“美國目前苛刻的移民政策，引得怨
聲載道，不誇張地說，這樣下去會動搖
美國賴以穩定的立國基石。”

各國移民簽證申請不斷收緊，審
核程序逐漸變得繁瑣，相應的移民門
檻也會越來越高。

“我認為一個高效、靈活的技術
簽證制度是確保企業快速發展的重要
基礎，因為這可以最大化減少人才入
駐的阻力。很多華人親屬都是通過工
作簽證，進而申請永久留居。近期新西
蘭工簽以及移民政策收緊，對華人群
體造成很不利的影響。”王奕白說。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表示，澳
大利亞人應當享有就業優先權，我們
將不再允許457簽證成為搶奪原本屬
�澳大利亞人工作機會的通行證。

根據澳大利亞一家非營利機構
調查顯示，由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取
消 457 簽證，這導致世界級人才引進
門檻提高，澳大利亞在國際市場也就
失去了競爭優勢。

“優先就業”的背後，使得優秀人
才的引進也變得越來越難。

澳大利亞一家本土軟件公司創
始人說：“談到人才引進，我們明顯正

在掉隊。目前，世界各國對最優秀科技
人才的競爭非常激烈，澳大利亞急需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英國《衛報》認為，澳大利亞收緊
移民的舉措也是抑制全球移民趨勢的
一部分。
“各國移民政策的收緊，一是經濟

不穩定因素，滋生就業保護主義。二是
近年來西方國家對全球化否定思潮的
興起，三是在全球此起彼伏出現的恐

怖襲擊，迫使各國寧願關
上門自保，也不願意廣納
移民人口。”孫瀾濤說。
引發華人擔憂

“移民政策是國家政
策的一部分，移民政策更
應和其他相關政策結合起
來。各國移民政策的調整，
要看是一種開放還是封閉
的方向。但就目前各國移
民政策來看，呈現出一種
不穩定傾向。”歐美同學會
加拿大分會會長閆長明接
受採訪時說。

各國移民政策頻頻
調整，移民政策不確定因
素也在逐漸加大。

澳大利亞一家餐飲
公司負責人說：“政府移民
政策的變動，將會‘危及’

澳大利亞的服務業，由於餐廳經理及
廚師等人才的缺失，澳大利亞服務業
將很難提供高質量服務。從事服務行
業的華人也會受到影響。”

此外，與移民簽證相關的政策法
規，同時也牽動著在外華人的心。

“現在新西蘭移民政策偏于苛刻
，移民的實際門檻不斷增高，這也引發
了許多華人朋友以及家屬的擔憂。”在
新西蘭工作生活的黎強盛說，“新西蘭
移民條件、創業移民計劃、以及對新西
蘭的貢獻等多種因素，也不斷引發華
人擔憂。如果準備不充分，拒簽失敗率

就會很高。”
“家人前些日子在準備澳大利亞

移民簽證，現在程序更加繁瑣，審核也
格外嚴格。”澳大利亞的華人李燕霖女
士說。

“美國簽證以及移民政策的不斷
改變，對我身邊的華人朋友也都產生
了影響，不可變量增多，需要考慮更多
的因素。”在美國舊金山生活多年的趙
新齊說，“此外，移民政策的收縮，對於
華僑華人社團發展、成長、擴大、更新
換代都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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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永居與入籍，這些名詞你真的
搞清楚了嗎？

下面就簽證、永居、入籍的區別，為大家介
紹移民過程中都有哪些身份。

簽證：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國家給你的
比如旅游，探親、學習等一系列的入境
許可的統稱。

一般我們粗略的分為兩種，短期簽證和長
期簽證。

短期簽證，比如為期 30 的天，入境可呆 15
天的旅游簽就屬此類，比如為期六個月的可入
境呆30天，各個國家給的都會隨著不通過申請
人的不同入境目的給不一樣的期限；

長期簽證，就是一次性給一個很長期限的，
比如最近的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一次性給
你十年的，每次可以最長逗留6個月，即使護照
到期了，這個簽證還是有效的，新護照和舊護照
一起搭配還可以繼續使用。

另一類有代表性的，比如加拿大的十年多
次往返，只給到你護照的有效期，護照過期了簽
證就作廢了，到時候就需要重新申請，最長逗留
期限同樣是6個月，到期就需要出境至少24小
時，再入境。一般來說，十年多次往返簽證是一
個國家能給到申請人最長期的簽證了。

現在因為08年金融危機催生的歐洲買房移
民項目，比如希臘的25萬歐元買房移民，給的簽
證先是5年期的，可以多次入境，但是逗留時間
卻沒有限制，這種簽證表面上叫簽證，實際上可
以說就是永居了，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因為政策放開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比以前好申請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嘗試下，基

本上你拿到美國十年的，其他國家的簽證都會
好申請很多；加拿大因為聯邦投資移民一刀切，
為了緩解民怨吧，基本上條件不是太差的，基本
上申請加拿大的簽證都是直接給到護照的有效
期。

至于上面說的比如希臘的這種長期簽證，
一方面對于歐洲有生意的客戶來說，是非常方
便的，相當于把國內的一套房子搬到希臘，順便
拿一個通行歐洲26國的自 由簽，順便享受他的
投資收益，畢竟歐洲的房價自08年之後有了很
大的降幅，永久產權傳給子女也是不錯的，什麼
時候覺得賺夠了，賣了就是，簽證也就隨機取
消 了。

永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綠卡。
綠卡是因為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是綠色的，

所以大家習慣叫綠卡，加拿大的永居大家習慣
叫楓葉卡，因為上面有楓葉的圖案。

永居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許可，跟本國公
民只有兩個區別，一個是沒有政治權利，也就是
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國情的關係，我們
大家對這個並不是很在 乎；另外一個區別就是
人家公民可以拿著他們國家的護照，享受全球
100幾十個國家的免簽待遇，可以做我們羡慕的
想走就走的旅行。

永居和公民基本上的區別就是這兩條，當
然其他的有些國家可能會有細微的區別。永居
可以這樣理解，你可以無限制的進出這個國家，
並且可以無期限的居住逗 留，基本上當地人可
以幹的事情，除了上面兩樣，你都可以幹，一般

也不會被取
消，除非你犯
了罪，比如有
的國家規定，
被處于三個
月以上刑期
的，可以被取
消，其 他 的
基本上都不
會被取消身
份。拿到這個
身份的國人，
我們一般稱
之為華僑，雖
然嚴格意義
上來說這個
不準確。

像美國加
拿大的永居

都有一定的居住限制，俗稱移民監，比如加拿大
要求，每五年都要居住滿兩年才能更換楓葉卡；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特別例外的，新西蘭的永 居，
只要取得了，沒有任何居住時間的限制，想什麼
時候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業內稱之為

“永久回頭簽”，新西蘭是不錯的，政治
清明，官員廉潔，連永居條件都 這麼好。
永居的下一步就是入籍了，很多國家規
定永居是入籍的必要條件。

入籍：也就是本質上已經不能叫
中國人了，對應永居的華僑的叫
法，叫華人了，比如美籍華人。

雖然一切看起來都是中國人，比如
他其實是美國人。按照中國的法律，加
入外國國籍的，視同于自動放弃中國國
籍，雖然傳言將來會有鬆動，承認雙重
國籍，但是 目前看來還沒有這樣的徵兆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如果你加入
的國家承認雙重國籍，那麼你入境的時
候如果不適用外國的護照，國內海關是
不知道你有外國身份 的，當然這裏面有
些技術上的操作，就不深談了。

國內最近查裸官，是個好舉措，不
要不查全是人民好公僕，一查全是某籍
華人之類的。入籍了拿的就是外國護照
了，所以也就享受上面所說的，政治權
利和免簽待遇。加拿大的華人日漸增多
，手中握有選票的人日益增多，政黨就
要來討好選民，有選票的才是大爺。

不論是移民身份還是簽證申請都

比以前是大大的好辦了，但是國人長期被壓抑
的需求旺盛，也有投資門檻越來越高的趨勢，移
民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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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人如何續寫移民夢
美國EB-5移民項目在25年前啟

動，每年為那些向美國開發項目投資
至少50萬美元的外國人提供一萬個
移民簽證名額，這些項目涵蓋從乳牛
場、滑雪度假村到酒店、橋梁等領域。
作為回報，投資者及其家庭成員一般
可在投資兩年內便有資格申請綠卡，
即永久居留權。該項目在幾年前開始
在中國市場受到廣泛關注，由于近2
年來中國人申請數量激增，本財年美
國投資移民簽證首次出現名額即將用
盡的情況。

據統計，中國投資者占到了今年
EB-5簽證的大約85%。除了已經獲得
簽證的投資人外，另有10,375個投資
移民申請正在等待美國公民及移民服
務局的審核。美國EB-5投資移民項目
，這麼受到中國投資人的青睞，項目固
然有著它獨特的優勢。但美國項目也
存在著風險，項目開發是否成功的不
確定性，是否能成功創造所承諾新職
位，並且獲得移民局認可，直接影響投
資人是否在兩年以後可以擺脫有條件
綠卡，申請i-829永久居住權是否能夠
獲批，這些都是未知數；投資人能否成
功獲得美國綠卡，很大程度上都要看
自己投資的項目是否能夠實際運作起
來，而投資人自己又無法對項目進行
直接的把控；也由于這個原因，市面上
部分美國項目甚至存在欺詐行為，投
資人苦等多年，最終不但沒有拿到身
份，還搞得血本無歸。

美國國會內部長期以來，對于
EB-5投資移民法案，也一直存在著兩
種不同的聲音，支持該計劃的人士大
力鼓吹其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
，反對者則對該項目對美國經濟實際
帶來的效應表示懷疑，並被指變相出

售美國綠卡，不公正地偏向有錢人，而
受到批評人士的抨擊。PeterJiang指
出，雖然進入下個美國財政年，此類簽
證還將正常向投資人發放，但按照目
前的趨勢來看，真正的排期瓶頸，預計
將會在明年春夏之交到來，一旦這種
情況出現，EB-5申請時間將顯著延長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申請人家庭中
若有接近21周歲的子女，則更有可能
會面臨超齡的危險，而無法附帶一起
獲得綠卡。

在這一系列不確定因素的作用下
，美國投資移民的“性價比”無疑將大
打折扣。中國投資人是否還願意為這
些“不確定性”買單呢？面對美，加等老
牌移民國日趨收緊的移民法案，懷揣

“移民夢”的眾多中國投資人又將何去
何從？海外移民是一種稀缺資源，各個
發達國家願意收的名額有限。中國以
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財富累積，造就
了一批新興的富人。移民需求巨大。中
國投資人必須抓緊時機，在有可能的
時候儘快辦理。目前，新西蘭，歐洲是
屬於移民政策條件相對寬鬆的國家和
地區。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匈牙
利等深陷金融危機衝擊的歐洲國家，
都先後推出簡易的投資移民政策，吸
引海外投資人。投資的金額最低從25
萬歐元起，以購買國債或房產的方式
來獲得歐洲申根簽證。另外這些國家
的移民監也都非常的寬鬆，對于有意
向只是取得歐洲居留權的中國投資人
來說，方便子女教育和以後海外居住
退休，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獲得一個
申根國的居留權，相當于打開了歐洲
22個申根國的大門。自由享受歐洲大
陸的居留，生活，學習和工作的權利。

葡萄牙買房移民無疑是當下最熱
門的移民項目之
一，據調查顯示，
該項目已經吸收
了超過 4 億歐元
的資金，目前已
簽發1166個黃金
居留許可，其中
82%來自于中國
，市場投資潛力
仍然巨大。投資
人在該項目不但
可以快速獲得歐
洲申根國的身份
，還有機會獲得
可觀的投資收益
和回報，可謂是

真正的“一舉兩得”。在歐洲經濟整體
投資項目下降3%的大環境下，葡萄牙
卻受到了來自歐洲以及歐洲以外國家
投資者的青睞。已經在葡萄牙投資的
外國公司中，有95%的公司展現出對
于在未來十年間繼續投資的意向，這
個比例甚至要高于德國和法國。葡萄
牙良好的投資環境是適用于全球投資
人的，對于外國公司而言，在決定投資
時，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力不及人文資
本和貿易環境。事實上，勞動力的能力
和受教育水平，稅收負擔的減輕，對高
新科技產業的支持，都是能夠吸引大
量外國投資的必要條件。

對於眾多去葡萄牙買房移民投資
人，源盛國際的專業顧問提醒，現在葡
萄牙的房產市場比較混亂。中介機構
魚龍混雜。投資人最好首先定位自己
的需求是什麼，自住還是投資，還是兩
者兼有。考察前先和真正瞭解當地房
產情況的專業顧問瞭解清楚，才能找
到真正合適自己需要，性價比高的房
源。源盛國際在當地市場精選一些有
高升值潛力的樓盤，直接和開發商合
作。源盛國際的專業顧問對眾多房源
的情況都很清楚，可以根據您的需求，
為您選擇合適的房源。

由于眾多中國投資人的涌入，加
上葡萄牙市場體量比較小，去年以來，
裏斯本的房子已經在低位漲了20%或
者更多。作為同樣推出50萬歐元買房
移民的西班牙，無疑有更多的選擇！對
于剛剛走出經濟危機的西班牙，如今
的房價正處在“回暖”期；隨著索羅斯，
保爾森和黑石等國際投資大鱷正攜帶
大規模資金爭相奔向西班牙房地產市
場；也使得西班牙的房產市場看起來
風光無限。但西班牙目前的投資移民
政策規定，投資人所取得的居留簽證
每兩年續期必須要求申請人繼續保持
50萬的投資，才能得以延續新的2年
居留證。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買房移民政策
雖然受到許多投資人追捧，但某些投
資人擔心這些是非英語國家。小孩無
法享受公立的英文教育。畢竟英語才
是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官方通用語言，
父母當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
英語教學，在純正的英語環境中成長。
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英國這
些主流英語國家都沒有買房移民這樣
的政策，申請人也需要滿足經商背景
和苛刻的資金來源審核來滿足這些國

家 移 民 政 策
的要求。那究
竟 有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可 以
完 美 地 解 決
以 上 這 些 顧
慮呢？答案當
然有：愛爾蘭
！

其 實 對
地 理 知 識 豐
富 的 國 人 來
說，對愛爾蘭
這 個 國 家 也
並不陌生。愛爾蘭：全稱愛爾蘭共和國
，西歐發達國家，西臨大西洋[0.00%資
金研報]東靠愛爾蘭海，與英國隔海相
望，也是北美通向歐洲的通道。俗稱

“翡翠島國”，攝人心魄的自然美
[3.70%]景，不失現代都市的熱鬧繁華，
歷經風雨的曲折歷史，從大河之舞到
激情的流行音樂，整個島嶼處處彌漫
著藝術氣息。愛爾蘭經濟在歐洲也名
列前茅，也是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
的國家之一，享有“歐洲小虎”的美譽。
愛爾蘭人屬於凱爾特人，是歐洲大陸
第一代居民的子嗣。自1922年擺脫英
國的殖民統治，並建立共和制的國家
體制，是個和平寧靜的國家。

針對愛爾蘭現行的投資移民政策
，源盛國際和當地知名企業合作，特別
推出愛爾蘭政府認可的公司債[0.00%]
券投資項目。投資者擁有200萬歐元
的合法財產，投資人只需投資50萬歐
元到政府指定的國家債券4年（為了
保證投資人的權益，除了公司擔保外，
接受投資的公司會為這些債券提供等
值的商業房產作為雙重擔保，並每年
有1%的收益）投資者僅需每年在愛爾
蘭住上一天時間即可滿足該計劃的要
求，投資人在5年後可以申請取得永
久居留權。

對于資金充足，又希望可以一步
到位，儘快拿到歐洲國家身份的投資
人來說，有沒有什麼項目能夠滿足到
他們的要求呢？答案也是有的！直接拿
歐盟護照的“塞浦路斯國民身份計劃”
。該項目的含金量非常高，並且對投資
人沒有移民監要求，塞浦路斯身為28
個歐盟成員國之一，擁有塞浦路斯的
護照不但在歐洲通行無阻，還可以享
受所有歐盟國家（包括英，德，法和瑞
士等）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社會福利

。同時塞浦路斯護照還可以免簽 166
個國家和地區。塞浦路斯國民身份計
劃類似于新西蘭投資I類或是澳洲188
重大投資者計劃。但是價格更加低廉，
而且是一步到位獲得護照，已有不少
投資人通過該計劃順利的拿到了塞浦
路斯的護照。

那有沒有更“價廉物美”的項目呢
？相信大家對匈牙利這個國家都不陌
生，作為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歐洲國家之一，在歷史上和古代中國
也有著一定的淵源的國家。只需購買
25萬歐元為期5年的匈牙利國家債券
，在獲得首次居留權後的6至12個月
內即可申請匈牙利永久居留簽證，投
資金額在5年後也將無息返還，匈牙
利國家債券移民計劃因其投資金額低
，風險小等諸多優勢，是歐盟申根國家
中可以最快獲得綠卡的國家，也是申
根國中唯一無需登陸，無移民監；投資
人一不需要買房，二不需要成立公司，
三是海外收入無需納稅，可以說是沒
有任何的附加條件；有了匈牙利綠卡，
即可去歐洲26個申根國家旅游，工作
和學習，也可在將來轉入其他國家創
業，創造了廣闊的發展前景，擁有如此
多“唯一”的項目，自然而然地成為了
眾多投資人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大部分中國投資人並不
想長期生活在國外，大都是為了子女
能有更好的成長和受教育環境，可以
自由進出的國際身份，以及年老時能
有另外一個可供選擇的安身之所。拋
開美，加等國不談，澳洲，新西蘭，歐洲
國家的高福利，以及通行世界的身份，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針對目前相對
寬鬆的政策的國家，有意向的投資人
還是要抓緊申請，儘早鎖定稀缺的移
民資源。

I/房地產專日/雜版/投資移民/171218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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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便利的过境免签政策、飞快舒适的高铁出行、
便捷时尚的手机支付……外国游客喜欢中国的理
由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不仅享受的
是安全之旅、山水之旅、文化之旅，还是一场便捷
之旅。

过境免签很便利

从2017年12月28日起，京津冀144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面向海外游客正式推出。北京首都机场
工作人员介绍说，自从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每
天都有外国旅客办理申请。记者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遇到了正在办理手续的美国艾琳女士。“这
个免签政策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游览北京，了解中
国文化。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坐高铁去看看天
津。”她高兴地对记者说。

此次京津冀过境免签新政策覆盖了 53 个国
家，其中欧洲申根签证协议国家 24 个、欧洲其他
国家 15 个、美洲国家 6 个、大洋洲国家 2 个、亚洲
国家6个。外国游客可选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口岸、北京铁路西客站口岸、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口

岸、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口岸、河北石家庄国际机场
口岸、河北秦皇岛海港口岸中的任一口岸入境或
者出境，携带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并出示前往第

三国或地区联程客票，即可办理 144 小时过境免
签手续。在这之前，2016年初，江浙沪已开始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广州 144 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正在推动落实中。

此项政策一推出就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埃菲社报道称，此前北京和天津允许最多免签停
留 72 小时，新举措给商务旅行提供了便利，并增
加到中国的游客数量。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
中国复杂的入境规定曾让游客头疼，眼下京津冀地
区松动了外国游客的入境规定。新规定将大大便
利临时决定、为期多天的商务旅行或会议座谈等。

快捷交通很炫酷

记者在北京开往广州的高铁上遇到一对加拿
大夫妇。他们是大学教师，在中国特意选择体验
高铁自由行。同行的翻译小张告诉记者，此行他
们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都要下车游览，一边
坐高铁，一边游名胜。

2017年底，一份由全球化智库和携程旅行网
发布的中国入境游报告显示，外国游客在旅游过

程中对于中国的交通满意度最高，尤其是中国高
铁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一项重要体验。

在美版知乎“Quora”平台上有外国网友留言：

被中国的高铁发展所震惊，高铁时速达到
300公里。中国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未
来世界。

曾经有外国游客在中国高铁上拍了
一段硬币不倒的视频，在长达数分钟的视
频里，列车飞速行驶，硬币始终竖立不倒，惊
呆了许多外国人。一位在中国居住超过10
年的外国网友称“高铁是在中国大陆旅游最
好的方式”。网友瑞·科莫列举了高铁的若
干优点：车站在市区，和机场相比，通勤便
利。旅途非常舒适，有餐厅和卫生间。可以
带很多行李。短途旅行比飞机快。

此外，在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也享
受到了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的便
捷。有外国网友在网上发表留言称：中国
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比如，电动交通
工具。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和平衡
车、电动轿车，甚至电动巴士都随处可见。

手机支付很方便

刷新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神器除了
高铁，还有从酒店餐馆、旅游景点、商场到水
果摊，随处可见的手机扫码支付。记者在外
国游客扎堆的北京秀水市场看到，无论是服
装店、礼品店或咖啡店，都在醒目位置贴有
微信、支付宝的付款二维码。在中国，出门
不用带钱包，令外国游客赞叹不已。

一位加拿大小伙子为了证明中国的
移动支付发达，拍了一段视频放在网上，
证明自己可以一天不用现金。他先是打
了一辆车，然后在一家小店里买了双袜
子，又去了趟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甚至
还去理了个发，至于去饭店吃饭更是不在
话下，这一切都只需要用手机扫扫二维码
就能完成支付。

“中国的生活太方便了。有了手机，什
么都能买。在淘宝上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
西。我已经习惯需要什么东西就用手机去淘宝上
找。”在北京生活的马来西亚姑娘黛微说。目前，像
黛微这样为中国便利的生活方式点赞的外国人越来
越多。在美国网站上，许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称
赞，中国的外卖美食好吃又便宜，同时保证按时送
达，“令人无法拒绝”。外国网友称“中国人用不可思
议的严谨态度，在预约时间内送达”。他们表示更不
可思议的是，在手机上用外卖APP点餐，什么都有。

手机支付这种便捷、高效的智慧生活方式已
经建立了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新印象。据微信官方
2017年发布的《在华外国用户微信生活观察》报告显
示，在华外国用户使用微信支付的比例高达64.4%。
交通出行、团购外卖、餐饮、便利店、超市、线上商超
成为他们使用微信支付频率最高的六大场景。在华
的外国人对待移动支付的态度从最初的吃惊、不可
思议慢慢变成对使用移动支付的迫切期待。

外国游客乘坐中国高铁外国游客乘坐中国高铁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外国游客赞中国便捷之旅
本报记者 赵 珊

外国游客在首都机场办理入境免签手续。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外国游客手机支付乘坐公交车。 来自网络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记者严冰） 据中国民航网透露，
1 月 18 日上午 7 时 10 分，坐在东航 MU5137 虹桥-北京航班
41F 座的一位旅客掏出手机，玩起了手机游戏。从当天起，
中国民航跨入了机上手机开机时代。

1 月 16 日 ， 民 航 局 发 布 《机 上 便 携 式 电 子 设 备
（PED） 使用评估指南》，国内各家航空公司迅速响应。从
1 月 18 日开始，东航旅客可在飞行全程中使用具有飞行
模式的移动电话 （智能手机） 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
脑或平板电脑、电子书、视音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
小型 PED 设备，但需打开手机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
通信功能。

此外，海南航空也宣布从 1 月 18 日起开放机上 PED 使
用，并在 1 月 17 日 21 时 36 分起飞的一班由海口至北京的
HU7781 航班上抢先实现了 PED 开放使用。从 1 月 19 日起，
搭乘南方航空实际承运航班的旅客，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使
用PED。春秋航空也表示，将根据评估指南尽快完成公司评
估，并提交民航主管部门审议。

机上可以开机，并不意味着手机使用再无限制，安全始
终是民航的底线所系，所以使用小型PED设备需打开飞行模
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与此同时，不具备飞行模式的
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禁止使用，超过规定尺寸的便携
式电脑、PAD等仅可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在飞机滑行、起
飞、下降和着陆等飞行关键阶段禁止使用。

出于客舱安全考虑，在飞机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等
飞行关键阶段，移动电话、电子书等小型PED设备不允许连
接耳机、充电线等配件。助听器、心脏起搏器以及其他不影
响飞机导航和通讯系统、用于维持生命的电子设备和装置，
可全程使用。

飞机上可以使用手机了！

图为 1 月 18 日，旅客在东方航空 MU553 航班上展示接
入航空互联网后的手机页面。 新华社发

新型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东方红3”日前在上海下水。该船

配备国际最先进的船舶装备和科考装备，其多项设计为国际首创，新船

的下水将极大提高中国深远海的科考能力。

图为1月17日，中国“东方红3”号系泊在港池。

张进刚 刘邦华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东方红东方红33””科考船下水科考船下水



AA1212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8年2月12日 Monday, February 12, 2018

各族藝展現文化服飾各族藝展現文化服飾。。((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美食攤位飄香美食攤位飄香。。((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24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22屆國際農
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9日園遊會籌備會召開會議如火如荼討論最後事項；園遊會將
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展現多元文化，並宣揚中華傳統節慶，精
采的舞台表演節目也已大致底定，媲美國際藝術節，各類美食、
娛樂、商業和音樂展攤，打造多元文化盛會。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
助，獲得社區一致好評。今年比照去年將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
行，並動員各族裔社區投入盛會，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文
化盛宴，增進國際交流，也有助於讓主流社會認識中國農曆新年
文化。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20年的傳統，透過節
慶，更能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展，並且
「希望擴大影響力，增加國際視野」 。

不同以往的是，為慶祝農曆狗年 「旺旺吉祥」 ，今年新年園
遊會特別設計紅和白兩色的狗年園遊會T恤，上頭印有可愛的狗
年吉祥物和美南新聞的logo搭配，非常應景，一件12元，購買

一套兩件特價18元，已有民眾提前預購，屆時也會在園遊會上
販賣。另外，園遊會籌備會也策劃 「快閃」 活動，增加節慶氛圍
，也炒熱節慶活動。

李蔚華表示，這次活動照例會有全程錄影，並有專人會針對
擺設攤位及民眾做採訪，活動將會匯集成新年過年特別節目，保
證精采絕倫。

舞台表演相當國際化，超過30個舞台節目，分為中華文化
與國際兩大性質，到時除有大型舞龍舞獅、功夫表演、傳統中國
藝術、肚皮舞，也有各族裔舞蹈和武術表
演、國際時尚秀、旗袍秀等世界舞蹈音樂
表演。

同時，也有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
性、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
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濃濃的過年氣氛，
希望提升各國國家形象，推廣多元文化。

另外，配合園遊會登場，美南電視國
際藝術團日前正式成立，有 「亞洲健美小
姐」 之稱的董革擔任首任團長，董革現任
DG國際健身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工藝

美術家學會委員、世界旗袍聯合會德州分會會長。
為在活動來臨前暖場，炒熱氣氛，將在2月22日下午6時至

晚間8時於董事長李蔚華宅邸舉辦Kick off Party，當天鼓勵前來
民眾掃描 「美南微信粉絲團」 公眾號，獎品豐富將有現金紅包大
獎等，關注就可抽大獎獲好禮。

對攤位購買有興趣的人，一般展攤450元、食物展攤550元
，詳細資訊中文請洽281-498-4310或英文請洽Jennifer Lopez
：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美南美南2222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屆農曆新年園遊會22//2424登場登場 多元歡慶元素打造國際化多元歡慶元素打造國際化
快閃活動快閃活動 狗年旺旺狗年旺旺TT恤恤 關注微信粉絲群抽現金關注微信粉絲群抽現金 全程錄製過年特別節目全程錄製過年特別節目

現場烤肉美食攤位現場烤肉美食攤位。。((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去年眾貴賓上台剪綵去年眾貴賓上台剪綵。。((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右一右一))讓舞獅吃紅包討喜氣讓舞獅吃紅包討喜氣。。((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去年園遊會舞龍舞獅開場去年園遊會舞龍舞獅開場。。((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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