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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西南區「華埠」的發
展與變遷的參與者，見證者
—訪「德州地產」負責人李雄先生

（休士頓 / 秦鴻鈞）2009 年時，為了撰寫
「美南新聞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中「西南區華
埠」一段，曾採訪了「德州地產」的負責人李
雄先生。三十年來，李雄不僅親自見證了休士
頓西南區華埠的發展與變遷。他更參與其中，
從商場開發，治安，雙語路標，以及百利大道
的擴建工程，他都花了很多時間，結合了各界
的力量，為該區的華、亞裔爭取權益。今天，
當我們趨車在百利大道上風馳電掣時，「李
雄」是我們不能忘卻的名字，是他，促成了西
區中國城今天的發展。

李雄從 1985 年起開始作地產，那時他還
從事超巿經營，當時，休士頓的景氣差，他是
第一波帶領外州的投資客進入休巿的房地產巿
場的。直到 1988 年他全力投入房地產業，開
設「德州地產」。當時，「德州地產」，「嘉
華地產」及「亞美地產」是西南區華埠地產界
的三隻龍頭。

李雄開設「德州地產」，專心作「仲介，
開發」這一塊，他培養了很多 Agents（地產經
紀人），如今休巿房地產界很多獨當一面的大
經紀人都來自「德州地產」。李雄亳不吝惜的
把自己的地產經驗教給他們。1996 年他買下「 
Century 21」的品牌，他自己也亳不懈怠的參
加了很多培訓計劃，他深造了很多專業房地產
執照的認証。獲得以下的「專業檢定資格」，
包括：•檢定商業投資不動產精算師 (CCIM)•
檢定國際不動產投資顧問 (CIPS)•檢定住宅不
動產投資顧問 (CRS)•檢定不動產經紀負責人
(CRB) 也結識了美國主流商界形形色色的人
物，不久，他所作的「商業房地產」，又被各
大銀行授權作「銀行查封屋」的代表。

除了業務，他實地作了很多對中國人有利
之事，如他知道該區的「治安」很重要，他花
了很多時間把警察局遷進他所負責的「頂好廣
場」內，為華人就近服務。他又首開「雙語路
牌」的先河，西南區「華埠」雙語路牌，已成
為該區的一大亮點，尤其外來的觀光客更為之
興奮不已。他擔任「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
席，致力於百利大道的拓寬工程，共花了二千
多萬，沒要巿民要一分錢。全部由巿府買單，
卻全民共享。除此之外，他還擔任「全美亞裔
地產協會」的總會長，結合很多力量，為華裔
爭取權益。

三十年來，從買房、租房、物業管理（服
務顧客），他常參加主流的公益活動，累積了
信譽和經驗。如今他與「Century 21」的合約
終止，但以「Southwest Realty Group」（德州
地產）為名的照樣為各界提供更好的服務。

走過三十年新華埠的風風雨雨，「德州地
產」在這休士頓最多元化，最密集的區域，仍
是一支獨秀。李雄深深體會「經驗」傳承的重
要性，他的新團隊將致力於「年輕化」，「專
業化」，招收新的 Agents，培養新血、他的「新
五年計劃」——就是把三十年的地產經驗傳
承，除了自己興趣，花錢上課求認証，他最大
的目標：就是把累積歲月和智慧結晶的寶貴經
驗，永遠的傳承下去。

然而，對於他的地產專業，李雄仍堅持：
「提供最好的服務，以誠相待，絕對保密，不
斷提供專業知識」

「德州地產」還設「商業房地產投資部門」
專精處理各類房地產難題：如 EBS，商場，辦
公室，店舖，廠房，公寓旅館買賣，出租，租
客審核，物業管理各種疑難交易，合約，餐館，
生意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行物業拍
賣競標。洽詢專線：713-826-3388。

因此你要買賣房地產、請先諮詢德州地
產。一週七天隨時多位全職，專業，有效率的
經紀人耐心地為您服務，該公司對所有住家房
地產買賣，商業投資或開發及買賣，餐館和各
類生意租約談判及買賣，都有房地產管理「一
條龍」服務。

「德州地產」作全方位的地產諮詢及仲介
服務，從 1988 年創辦至今，過去 29 年的業績
驗証了李雄「德州地產」的誠實，負責及專業
的團隊精神。

李雄主持的「美國德州地產公司」在「精
英廣場」內，地址：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USA，電話：（713）988-
1668 X 106

圖為李雄 Kenneth Li 先生。

節省能源從屋頂開始
「黃氏屋頂」抗熱，防寒，補漏一把罩

（本報記者秦鴻鈞）居住在德州的人是天
之驕子，常年陽光普照，幅員廣闊，交通便捷，
住家寬敞，房價低廉，（與東西兩岸相比），
除了夏天較長外，似乎找不出缺點，而夏季
長，向要節能省電，必須先從屋頂下手，在擋
風，擋雨，防熱，防曬，「屋頂」是一切房子
之首，而有 28 年歷史的「黃氏屋頂工程公司」
則與您的住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黃 氏 屋 頂 工 程 公 司 ABC Roofing & 
Remodeling Inc 負責人黃尚武 Thomas Huang
從 1987 年開業至今，歷經 28 年工作的經驗。
從油漆木工及地板開始工作，自行研究及開發
從事屋頂工程業務，從一個工程公司，進入知
識及技術面的探討，成功地先後取得 Topps, 
GAF, CertainTeed, Surecost 等公司的 Certificate  
資格，在住家和商業屋頂的領域上取得了專業
及技術的肯定。

黃氏屋頂工程公司從事油漆、木工、地板
及屋頂四項工程，各個工作都有專業及有經驗
的領班負責，特別在商業屋頂工程，有兩個訓
練有素且具有 Certified 的領班負責現場工作，
所有的屋頂工作都有保證。

本 公 司 採 用 GACO Silicon Elastomeric 
Coating 軟膠漆是一種節約能源的產品，適用
大部份商業屋頂，包括鐵屋頂級 BUR 平屋
頂及外牆上 。GACO 軟膠漆不同于市場同樣
的壓克力的軟膠漆（acrylic elastomeric） 的產
品， 該 產 品 系 經 CRRC（cooling roof rating 
council） 核准的，它能防水、防漏、防熱和防
紫外線的功效，可防屋頂 93% 的輻射熱，86%

的陽光反射，且屬于 A 級的防火材料。
Radiant Barrier 可阻檔輻射 80% 進入閣樓 . 
閣樓省電系統 Solar  Powered Attic fan（太

陽能屋頂風扇），保證五年，可省電 30%。
ABC Roofing &Remodeling Inc.
黃氏屋頂工程公司
E-mail:abcroofing99@hotmail.com
Tel: 281-265-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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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dWallet近日發布了一個新的調查結果，在考慮五種因素

分析了全美100個大城市之後，評選出了最適合大學畢業生發

展事業開始新生活的十大城市。

分析的五個因素為：那個城市是否有其他年輕人居住，該城

市年齡在20到29歲之間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那個城市其他

的居民是否受過高等教育，該城市25歲以上擁有本科以上學歷

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那個城市的生活成本，考察房租占收入

的比例；那個城市的工作機會，考察城市裏從事管理，商業，科學

和藝術工作的人的比例；當地的就業市場是否健康，考察該城市

的失業率。

經過對各種因素的調查，NerdWallet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

1. 房租高的城市不一定不好 - 在評選出來的十大最好城市

裏面，25以上擁有本科學歷及以上的人租房的成本占收入的比

例是26%，比所有100個城市25%的平均值要高一些，這意味著

高房租不一定就代表這個城市對年輕人來說發展前景不好。

2. 年輕人多的，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多的城市發展前

景更好

3. 擁有大型州立大學的城市發展前景更好

以下是十大最好的城市：

1. Madison, Wisconsin（麥迪遜，威斯康辛州）
Madison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擁有很多年輕的受過高

等教育的人，再加上這個城市失業率低，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

者藝術工作的人多，Madison就成為了這個榜單上的第一名。儘

管這個城市25歲以上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群的中位數收入

只有$46,275，但是月租金中位數也只有$981。

2. Arlington, Virginia（阿靈頓，維吉尼亞州）
Arlington的中位數月租金是最高的，高達$1,844，而25歲以

上擁有本可以上學歷的人群中位數年收入則是$75,025，但這座

城市有很多高薪的管理，商業，科學和藝術方面的工作，可能是

因為這個區域有很多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緣故。

3. Seattle, Washington（西雅圖，華盛頓州）
這座城市有亞馬遜，微軟，星巴克和波音等大公司。25歲以

上並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群占了這個城市總人口的36%，是

十大城市裏這個比例最高的。但這座城市消費很高，租金和其他

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要占年輕人收入的27%.

4. Minneapolis, Minnesota（明尼波利斯，明尼蘇達州）
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對比較低，租金占收入比只有21%。

同時明尼蘇達大學也座落在這裏，使得城市裏年輕人的比例高

達21%，在排名前十的城市裏，年輕人的比例第三高。

5. Boston, Massachusetts（波士頓，馬薩諸塞州）
波士頓是一座大學城，有47%的人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

藝術相關工作。每月房租中位數是$1,423，25歲以上擁有本科以

上學歷人群的中位數年收入是$56,853。

6. Washington, D.C.（華盛頓DC）
在D.C.，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藝術相關工作的人占了

61%，但這座城市同時也是高收入和高生活成本的。

7.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
這座城市的年輕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25

歲以上並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每月房租中位數是$1,659，但

年輕人的中位數收入也是高達$72,016。

8. Austin, Texas（奧斯汀，德克薩斯州）
德克薩斯大學就在Austin，所以這座城市有31%的人是25

歲以上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月租金中位數$1,139，也算是比

較合理，年輕人的中位數年收入是$50,379。在前十大城市中，

Austin的生活成本算是很合理的了。

9. Atlanta, Georgia（亞特蘭大，喬治亞州）
亞特蘭大的租金收入比也相對較低，只有22%。因為Geor-

gia Tech在這座城市，所以這座從事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藝術

工作的人也很多。

10. Raleigh, North Carolina（羅利市，北卡羅來納州）
北卡州立大學就在這裏，所以這座城市有將近32%的人是

25歲以上並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同時，在這裏，從事管理，

商業，科學或藝術工作的人也達到了總人口的46%。

各位即將要畢業的，不妨參考一下要不要去以上城市發展！

(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106B繁 房地產現況 Mandy

快來快來 美國這些地方的豪宅白菜價美國這些地方的豪宅白菜價！！

美國這美國這1010個城市最適合年輕人打拼生活個城市最適合年輕人打拼生活

在美國，所謂豪宅，全國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定義面積

超過8,000平方英尺的就是。

想要？這完全取決于所居

住的地方了。事實是，在全國

大部分地區擁有一個真正屬

於自己的豪宅並不是一件難

事，儘管如今美國的房價飛漲

今年美國最大的房地產

數據平臺Zillow集團發布數據

顯示，全美房價總價的中位數

漲至20.04萬美元，是美國房價

中位數史上首次突破20萬美

元。

近期的趨勢表明，全美購

房興趣已經恢復至2006年前

的水平。據華爾街見聞報道，

美國房地產協會最新報告顯

示，房地產市場空前火熱，房

子搶手程度達到30年最高，一

套待售房從上架到被買家買

走只需3周時間，創1987年有

統計以來的最低。

而為了在擁擠的市場中

搶到房子，買家不得不支付更

高的價格，超過4成買主對賣

家“唯命是從”，願意接受對方

的要價，為10年來首見。

儘管如此，根據 Realtor.

com的統計，在下面這些州豪

宅成本並不高。

20. 佐治亞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5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80,000

19. 阿拉斯加
每平方英尺價格：$8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72,000

18. 愛荷華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72,000

17. 北卡羅萊納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3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64,000

16. 俄克拉荷馬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2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56,000

15. 路易斯安那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1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48,000

14. 俄亥俄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0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40,000

13. 密蘇里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32,000

12. 新墨西哥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6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08,000

11. 肯塔基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92,000

10. 堪薩斯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2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76,000

9. 威斯康辛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1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68,000

8. 密歇根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0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60,000

7. 田納西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52,000

6. 阿拉巴馬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52,000

5. 西弗吉尼亞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8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44,000

4. 印第安納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8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44,000

3. 南達科他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7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36,000

2. 密西西比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12,000

1. 阿肯色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3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04,000(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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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流行以聯合集資（眾籌）方式投資房地產，此方法

為那些想要通過投資多戶型房產和商業地產，以獲取被動收入

的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機會。聯合集資，就是多個投資者出資以

完成一個共同的投資目標。在房地產方面，主要是關于合並股權

以購買物業，通常以商業貸款為杠杆，通過持有或融資以期獲得

升值或現金周轉。

利用聯合集資方式，達到共同目標：獲利，彌補個人力量有

限的缺憾

因而，當機會來臨時，我們需要知道這些機會需要注意什麼

。在此，我彙集了評估集資時的10個重要因素，以盡可能取得最

全面和最成功的投資。

1、資格
弄清聯合集資的要求，你是一個合格投資者（也叫投資大戶

或認證投資者），還是老練投資者（非合格投資者）。多數集資單

位是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條款D的兩項免除其中之

一而設置的。

A.506（b）要求每筆交易的非合格投資者不超過35人。這只

不過是一個廣泛的定義，意味著投資者具有良好的財務知識。合

格投資者可不限量。506 (b)只允許贊助者為現有的客戶群提供

投資機會。

因此，如果你對來自合格投資者的交易有興趣，請確保建立

一種關係，通常從它們的網上注册開始。

B.豁免506（c）投資要求所有投資者均為合格投資者（最低

個人淨資產100萬美元起；或者個人淨收入20萬美元，配偶合並

淨收入30萬美元）。與506（b）不同的是，506（c）通常要求經過會

計師（CPA）或第三方服務機構的驗證。

2、追踪記錄
由于聯合集資是被動的（投資者無法管理及無責任義務），

因此，贊助商對于他們選擇的行業和地區的專業知識，及有可證

明的追踪記錄就顯得非常重要。好的集資商和贊助商，通常與專

家合作，為他們的投資人帶來新的資產類別和管理協議，盡職調

查是關鍵。贊助商應該清楚地闡明，為什麼他們

喜歡這項交易，以及存在什麼樣的風險緩解。

3、優先回報
很多穩定的物業通過向租戶收取租金而產

生收入。這些聯合集資的贊助商通常會給投資

者提供一個優先回報。該回報是投資者投資本

金的年回報（例如：每10萬美元投資回報8%，等

于每年8,000美元）。該回報以預定的利率累積，

並且必須在出售該物業時的任何利潤分配之前

支付。

一些交易將具有與投資者初始投資挂鈎的

優先收益，而其他交易將以收到的實際淨現金

流量的百分比形式確定該回報。

4、股息或分紅
股息經常與優先收益混為一談。股息是不

同的，它們是交易持有期間的實際支付，通常按

月或按季度支付一次。某些增值交易由于擴充

了空間，或增加了康復工作可能會延遲分紅，直

到物業的現金流量足以支付這些款項。股息最終由發起人酌情

支付，並可能因持有期間產生的意外費用，或出現空缺而中斷。

5、稅
贊助商應積極地減少，房地產交易所收到的應納稅所得額。

例如，一些贊助商會進行成本細分研究，並引入第三方以加速折

舊，進一步減輕所支付股息的應納稅義務。股息通常是以K-1表

格報告的，其中應包括折舊規避。

6、報告期
贊助商應在投資過程中，提供有關物業狀況和管理的進度

報告。有些贊助商通過租戶會計提供非常詳細的租戶資料，而其

他人僅提供現金流量或財產概況。向贊助商詢問以前的報告，看

看通常提供什麼樣的資料。一般來說，它們是與所支付股息（每

月或每季度）的間隔時間相同。

7、利潤分配
聯合集資交易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出售時的淨利潤，與分配

給贊助商的部分和投資者的餘額分開。這些利潤是

在收盤成本和清算費用後剩下的，再支付優先回報

和初始投資者本金返還。根據風

險性評估，贊助商參與程度和總

體回報結構，交易中分配利潤的

百分比可能會有很大差異。

8、贊助費
聯合贊助商從一個或多個

以下類別中獲得補償：

A. 預付費用

這些費用出自于所籌集的

金額，以補償投資者所花費的時

間和金錢以查找和審查交易，確

保貸款和為投資者組織集資。這

筆錢沒有正式的術語，但通常稱為贊助費、收購費或盡職調查費

。這些與貸方、律師、所有權公司和檢查員等實體的第三方費用

分開。

B. 資產管理費

在持有期間，由于為維持聯合集資的成功運作，花費了時間

管理及產生的費用，一些發起人將獲得補償，通常是收取的租金

或淨現金流量的百分比，在給投資者分紅的同時支付，即利潤分

配。

通常，物業的大部分價值源自于銷售時。一個成功的集資者

通過一定的淨利潤百分比獲取獎勵，以幫助完成交易並使利潤

最大化。淨利潤百分比會因交易而異，為達到足夠高的利潤，贊

助商在整個投資期間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最大限度地提高

收益。

9、退出計劃
聯合集資是非流動的，是被動投資，意味著贊助商決定如何

執行計劃，和何時出售財產。一個好的贊助商將有一個退出計劃

，具有預計的持續期或年度範圍，這取決于市場條件。由于大部

分價值在早期創造，大多數增值交易的長度將會更短。許多穩定

的物業交易將會更長，以利用增加的租金，並通過付清債務增加

股本和穩定的現金周轉。

10、投票權
大多數聯合集資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以B

類經理的贊助商購買並出售該物業。A類投資者將被正式納入

LLC的公司、經營協議，闡明其所有權比例。

一些有限責任公司也給予參與者投票權，可用于大型決策，

例如改變管理、重組回報，或處理死亡或現有成員的轉移。瞭解

您作為投資者的權利類型，以及您的股票有哪些類型的可轉讓

性（如果有的話）很重要。

這僅僅是房地產銀團的許多組成部分的抽樣，精通投資的

人在評估機會時應該具備知識。瞭解聯合集資是如何建立和運

作的，這將幫助您做出最佳的投資選擇。最後，一個好的合作夥

伴將提供一個私人配售備忘錄（PPM），向所有投資者提供廣泛

的分析和數據。(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106A繁 房地產現況 Mandy

房地產聯合集資房地產聯合集資：：1010個重要評估因素個重要評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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