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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去年美國房價增速是 2013
年以來最快的一年，地產股表現超
過標普 500 平均水平。雖然有強勁
需求支撐，但有分析認為，如今的
美國地產和 2005 年一樣，處于泡
沫前夜，有硬著陸的風險。

隨著美國經濟不斷擴張，美國
地產市場逐漸火熱起來，2017 年，
美國房價創下歷史新高。

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去年 11
月，美國獨棟房屋價格升至 10 年
來新高。據美國房地產估值公司
Zillow 統計，2017 年，全美房地產
庫存價值增加了 6.5%，換言之，約
為 2 兆美元。如今，全美房地產價
值達到 31.8 兆美元。

美國房地產升溫反映在股市
上，地產股的表現超過標普 500 的
平均表現。去年全年美國地產股漲
了 75%，幾乎是美股平均殖利率的

四倍。
不過，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

火熱的美國地產又一次進入了泡
沫階段。

美國房地產需求強勁
對美國樓市來說，有很多積極

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兩大世
代的強勁需求。千禧一代（1981 至
2000 年出生）逐漸進入買房的年紀
，嬰兒潮一代（1946 至 1964 年出生
）逐漸退休，尋求更好的居住條件。

強勁的市場需求，造成美國房
地產供不應求。

關注美國房地產的經濟學家
Matthew Pointon 說：房子一建好，
就被賣出去了。

美國房價最高的地方集中在
大城市。洛杉磯的房地產市場總值
已達 2.7 兆美元，位列全美第一；紐
約緊隨其後，房地產市場總值為
2.6 兆美元。在美國，排名前十位的

城市房地產市場總值之和
為 11.3 兆美元，約占全美
房地產市場的 36%。

房地產泡沫再度來臨？
火熱的房地產也引發了擔憂。

曾在 2005 年預言過美國房地產泡
沫破裂的 James Stack 稱，他的「房
地產泡沫晴雨錶」在過去一年中上
漲了 80%，這意味著房地產泡沫亮
起了紅燈。Stack 認為：從估值、消
費者心理以及市場普遍否認的角
度來看，如今是 2005 年重現。人們
不相信房地產有泡沫，更不願意去
聽相關的資訊。

儘管最終市場可能會逐漸降
溫，但 Stack 則認為，從歷史上來
看，本輪房地產泡沫會在哦下一次
經濟衰退中硬著陸。

Stack 稱，聯準會今年可能進
行的三次升息，將會助長美國房地
產硬著陸的風險，而地產股也已經

逼 近
本輪上漲周期的頂點。

稅改對美國房地產的影響
據美國全國房地產商協會介

紹，川普稅改給房地產市場帶來雙
重影響。

一方面，稅改降低了房地產企
業的稅率，同時購房者也將受益于
繳稅基數翻倍的影響。但另一方面
，抵押貸款的繳稅基數從 100 萬美
元下降到了 75 萬美元，這可能限
制購房者在加利福尼亞、紐約等房
價較高地區的購房意願。

美國房地產商協會稱，川普稅
改可能會讓熱點地區的房價出現
下降。
(新聞來源：鉅亨網)

房價再創歷史新高
美國地產泡沫又來了美國地產泡沫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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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30%的美國億萬富豪是從房地產中產生的，很多人
認為這是創造財富的最好辦法。對于有志于房地產事業的朋友
們，地產投資家Tai Lopez提供了以下值得借鑒的方法：

(一)開始不宜做大
如果你從來沒有投資過房地產，那麼最好從小筆投資開始，

而且不要用自己的錢。沒有哪位成功的商人會說：“我的第一筆
交易是我最好的。”您必須學習如何閱讀地產合約，建立諸如如
律師和房地產經紀人的專家網，並開發出良好的市場預見性。這
些都來自于經驗。

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的物業，如單戶住宅、多單元公寓或商業
物業，翻新後轉賣。

(二)理想不宜太小
如果手中沒錢，您可能很容易會放棄房地產業務。其實，在

房地產交易中，最重要的是
具體的交易如何，而不是你
有多少錢。

如果你手中有 5 萬美
元，並想做20萬美元的交
易，你就不能購買四個單位
以下的建築。因為每個單位
每月只能生產1,000美元或
2,000美元的收益。而且您
可能會花掉數千美元對這
些單位維修，然後才能出租
。這個數學並不困難：您得
不到足夠的回報。

所以，你必須從16個單位開始
才能做大，不要少買。沒有16個單位，你
就不能有足夠的錢請一位經理，那樣，你
的全部注意力都會放到財產上。要想得

到16個單位以上的地產，您就需要懂得如何使用其他人的錢，
同時學習如何銷售。

(三)瞭解宏觀經濟
情況，最好找一位

導師
儘管房地產交易看起

來很容易，但是最有利可
圖的機會卻很難讓人知道
的，你要學會善于發現和
創造機會。

經濟強勁，消費者信
心旺盛，庫存水平低，利率
降低，這些都是房地產獲
利的最佳時機。

消費者的信心和強勁
的經濟會使買家感覺“現
在是購買的好時機”；低利

率允許買家購買更多的房屋；低庫存水
平可製造買家的投標戰爭。以上這些都
會為投資者出售其翻轉的房屋帶來很好
的契機。

(四)先學習，再賺錢
在把錢投出之前，教育自己！信息量

很重要。
持有資產同樣是通過房地產建立財

富的好方法。那些主要城市的周邊地區
雖然污染，但是住房資源有限，租房的需
求量不斷增加。這些不起眼的房屋的租
金，可以讓您擁有一個小型企業，還可以
償還您的抵押貸款。

不要吹噓你的預算。大多數項目都
有掙有虧，它只是業務的一部分；對那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要保持警惕；保持資金

的平衡以增加回報並降低風險。
從一個項目開始，規劃調整，然後再買。繼續努力，直到建立

一個堅實的商業基礎。
教育自己，創造價值，和經紀人談話，打電話給承包商，查看

開放房屋，參加聚會。
學習！當你準備好了，勇敢地敲開那道門！最好的交易是不

出售的，去找到它！

(五)從今天開始
地產投資家Tai Lopez曾經使用過三種策略：
1)購買低收入財產，通常為35, 000美元到55, 000美元。成

本低，收益率一致。將管理交給第三方公司，收取月租金，保證年
收益率為8%至10%。如果您每年購買兩到三個這樣的物業，您
將在十年內擁有20到30的投資組合。

2)如果你可以自己修理，做一個“居住兼轉賣”。買一個需要
修理的房子，住上一兩年，然後轉賣以獲得利潤。在10年內進行
5次這樣的買賣，就可能會產生30萬到50萬美元的淨利潤。

3)合資經營：如果找到一個很好的交易，可以考慮融資，找

到另一個投資者與你合作。
撥打電話，找到合資夥伴，正確計算投資成本和銷售價格。

大多數人犯的錯誤是低估了投資成本，卻高估了銷售價格，從而
無法獲利。

(六)在購買中獲利
每個交易都包含一些核心要素：它們不需要很長時間來完

成，且能帶來最大的利潤，同時也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您投資的風
險。

注意：在真正開始之前，要鞏固您的兩個團隊：A)您信任的、
可提意見的顧問；B)與您同心協力的員工。

一旦計劃好了，開始行動吧！你同時還不止需要一個備用計
劃，確保萬無一失，您至少需要五個退出的策略。地產投資家
Tai Lopez認為：房地產市場的風向可能隨時會迅速轉向；你最
不希望發生的事情是投資了十個以上無法賣出的地產。

最後，要瞭解買入、持有和出售之間的區別。購買是一個沒
腦子的行為，但它會決定你的成功與否。Tai Lopez的主要策略
是長期持有商業地產，儘快出售住宅地產。(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10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投資美國房產時怎麼獲利投資美國房產時怎麼獲利？？
預算不多預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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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20日，美國參議院及眾議院陸續投票通過了
《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22日上午，總統
特朗普正式簽署確認，法案就此落定。

最終通過的法案與之前特朗普公布的稅改方案有所出入。
這版長達500頁的稅改方案是美國三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務
調整。此法案由2018年1月份正式開始實施。

這份特朗普送給美國人民的“聖誕大禮”到底有什麼亮點呢
？有以下幾大重點最值得期待：

個人所得稅：大部分稅率下降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大部分都是降低稅收負擔的好消息。首

先，是個人所得稅稅率的變化。在稍前的稅改計劃中，曾有簡化
稅階的計劃，但在最終通過版本中，個人所得稅仍保留了7檔，
但在數額上進行了調整。最終版將最高稅率的起征點從41.8萬
美元提高至50萬美元，稅率也進行調低，最高徵稅率為37%，最
大降幅有4%。

以一位收入為10萬美元的個人作為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
稅改後，需要繳納的稅金明顯減少，減少了近20%的個人所得稅
負擔。

夫妻共同報稅下降，最高稅率的起征額度從47萬美元漲至
60萬美元。對于高薪收入人群來說，以上稅率的調整將使其受
益。

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同樣有好消息傳來。個人所得稅的標
準抵扣額將翻倍：單身人士的標準扣除額由$6,350美元提高至
$12,000美元；夫妻所得報稅的標準扣除額由$12,700美元升至

$24,000美元。由于大部分報稅人群選擇標準抵扣額來報稅減免
，所以此項法例將惠及大多數人。

同時，還有子女稅收抵扣加倍的優惠。對于收入在40萬美
元以下的家庭，每一個不超過17歲的孩子都可以擁有$2,000美
元的抵稅額度，之前的額度為$1,000美元，且收入水平要求僅為
11萬美元。

除以上之外，還有購買電動車高達每輛7,500美元的扣稅額
；遺產稅保留，但提高門檻；對奧巴馬醫保取消不購買罰款；擴大
學生貸款範圍以及博士學位學費依舊免稅等具體條例。

個人所得稅稅率大部分下調，有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對于拉動美國內需、提高美國居民的消費水平、進一步提升
美國經濟水平起著重要的作用。

企業所得稅：大規模減稅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此次稅改針對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減

稅行動。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現在的最高39%降至21%；
流動收入稅率的稅收方式變為合營企業、S型股份制企業、獨資
企業收入前$315,000美元中的20%免稅；取消針對企業的替代
性最低稅。

以一間收入為100萬美元的企業作為例子，企業所需繳納
的稅費有近40%的減少，減稅幅度驚人！

企業所得稅的大規模減少，將無疑會降低美國企業的稅收
負擔，增加美國企業的盈利空間。企業可以將稅收減免的資金作
多用途：進行員工的薪資獎勵；投入企業建設，提高生產力等。

對企業的惠利不是空話，許多美國企業在第一時間對此進
行了實踐。美國電信巨頭AT&T
在稅改當日就迅速宣布，公司
將向超過20萬員工每人發放
1000美元的特殊獎金；NBC母
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 Corp
”）也立即宣布，將給其超過10
萬名員工每人發放1000美元獎
金，並投資500億美元用于接
下來5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美
國富國銀行（“Wells Fargo &
Co”）發聲，稱銀行將于2018年
3月將最低時薪提高到15美元1
小時，這比先前的最低時薪增
長了11%，還會向其25萬名員
工發放股票獎勵；波音公司也
聲明，將投資3億美元用于公
司運營，包括培訓員工、升級設
備、基礎設施和慈善投資；Fifth
Third Bank 也發出通告，計劃
將所有員工的最低小時工資提
高到 15 美元，並向 13500 名員
工發放一次性獎金1000美元。

大型企業紛紛開啟了行動模式，對稅改進行積極的反應。此
前，美國的大型跨國企業為了避免美國高額的企業稅都紛紛至
海外開設分支，雖對全球化作出貢獻，但對美國本土經濟來說流
失了不少資金。企業稅大幅下降，有助于大量的海外資產返回美
國，可促進美國本土市場上的投資活動，並為本土人才提供更多
的就業機會。

大規模的減稅行動不僅僅使當下的運營企業收益，降低稅
收負擔，鼓勵企業的發展和運作。同時，優惠的稅收條件還有利
于創業環境的優化。無論是本地創業者，還是海外到美創業者都
會因此受益。

企業國際收入：徹底改變，
美國企業全球發展阻礙降低

本次稅改還有一大亮點，本次稅改一改之前全球徵稅——
曾是美國企業全球擴張的“噩夢”。據《經濟日報》報道，此次稅改
確定將“對美國企業留存海外的利潤實行一次性徵稅”，其中現
金利潤的稅率為15.5%；推行“屬地制”徵稅原則，即未來美國企
業的海外利潤將只需在利潤產生的國家繳稅，無需向美國政府
繳稅。

對美國本土的跨國企業來說，這無疑是助力企業前進的大
好消息。美國企業在全球化擴張的道路上，減輕了大量的稅收負
擔，對于進行外貿交易的企業來說，擴大了生存空間。

稅改下的美國房地產市場新契機
本次美國稅改將對經濟格局產生重要、深遠的影響。各行各

業都受其波動。其中，法案中直接涉及的房貸利息減免額的調整
將直接影響房地產行業。

屬於個人所得稅範圍的購買房地產按揭利息扣除的上限有
所下降，由100萬美元下降至75萬美元。購買房地產按揭利息扣
除的上限下降對于在美國東北部地區，一線高房價城市如紐約、
芝加哥等地的房地產市場會造成一定的衝擊。但對于房屋平均
價格在75萬美元以下的二線城市、城市郊區的房屋市場來說，
反而是一個利好消息。對于這些地區來說，適中的房屋價格加上
本次稅改帶來的個人稅收優惠，會使其在住房問題上的壓力降
低。

除了房屋剛需的群體，本次稅改對于房地產的投資者來說
也是一個絕佳的利好機會。按照本次稅改的調整方案，房地產長
線投資的稅收將降低。以一個價格為50萬美元的房屋作為計算
，房地產長線投資的稅收有小幅度地下降，對于房地產投資人士
來說是一個好消息。稅收減少將提高房地產投資市場的靈活性。

美國國家房屋建築商協會 (NAHB) 在本次稅改法案落定後
，一改之前的質疑口吻，贊揚、支持本次稅改：相信個人低稅率會
有助于降低中產階級的房貸壓力、企業低稅率有助于市場經濟
的發展，這兩者都有利于房屋市場的發展。據財經媒體報道，仲
量聯行CEO表示：稅改計劃對商業房地產市場有“較積極”的影
響，稅改計劃將使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海外投資者獲益。

本次稅改將對美國二線城市以及城郊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產
生良性影響，有助于當地的房產價格上漲。二線城市、城郊地區
房價普遍低于75萬美元，仍屬購買房地產按揭利息扣除的上限
內，不受稅改中貸款上限影響。

此外，此類二線城市及城郊地區中，有跨國企業入駐的地區
更值得受人關注，因本次稅改大幅度削減企業稅收，且在跨國企
業上“里程碑式”地“一次性徵稅”且推行“屬地制”徵稅原則，這
特別有助于企業“重返美國”，從而在美國擴大生產規模。這不僅
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同時，生產用地的開發以及勞工的聚集，
都會對當地的土地開發、房屋興建市場有積極作用。本次稅改法
案將為此類房地產市場帶來新的增長動力。(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10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房地產投資市場迎新契機房地產投資市場迎新契機
美國稅改法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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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80213A簡 房地產現況 上

上

據美國僑報網綜合報道，買房一直都
是中國家庭最關注的話題之一，買學區房
也不是中國人的偏好，美國家庭一般也會
在孩子進入學齡（5歲上幼兒園）時開始遷
入好學區，然而，好學區的高價房讓一些
中產家庭也望而卻步。如何選擇學區房？
買學區房是否能徹底解決孩子的上學問
題？學區房是租比較划算還是買比較划算
？這些都是中國家長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學區房是買還是租？
也許是中國北上廣的學區房實在太

貴，中國人在美國購房時，房產中介提起
美國的學區房都一臉“趕快去白撿”的表
情，但真的有這麼便宜嗎？

網上瘋傳的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就能買到的小別墅的確也有，但地理位置
大概是在廣袤的田野上，方圓五十裏內大
概就一所普通中學。如果想在繁華地帶選
一個學區房，就沒那麼便宜了。在華人置
業的首選城市舊金山、洛杉磯、紐約，稍微
好一點的住宅價格都在100萬美元以上，
在紐約曼哈頓區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一

個兩居室就能賣到300萬至500萬美元。在這個房價基礎上，還
得為“好學區”多支付20%至30%的費用。

在華人最為集中的紐約皇后區，不同學區之間的差價甚至
能多買一套房。在大城市，一街之隔房價就可能天差地別。

在紐約，好的公立學校大多分佈在近郊區。根據Zillow網站
的數據顯示，華人在這些地段購買四居室的價格大概在200萬美
元左右。除此之外，每年還要支付1%至3%的地稅。紐約周邊的地
稅在2.5%左右，買一套200多萬美元的學區房，之後每年還要支
付5萬美元左右的稅金，並不輕鬆。

如果收入能負擔得起房價，家長會選擇購買學區房，如果負
擔不起，也有家庭會選擇租房。而正因為學區房不愁租，所以更
多家長寧願買房。

成熟的房產投資者除了關心購房成本以外，更要關心所購
房產市場的變化、政策及保值性。即使將來整個房產市場進入疲
怠期，好的學區房也能維持比其他同水平房屋更高的售價，並更
容易轉手。美國人一般會在孩子進入學齡時買學區房，因此建議
投資者選擇有三四個臥室的房產，易于出手。

中國買家青睞“以房養學”

房產信息網站Zillow11月9日發布了《美國房
產市場報告（2017年9月）》，報告顯示，9月美國平
均房價為20.27萬美元，比去年上漲6.9%；全國租
金中值為每月1430 美元，同比上漲 2%。

就地域來看，西海岸住房市場蓬勃發展，由於
就業需求增長，西雅圖與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的
房價增速領跑全國，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12.4%與
10%。

根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統計，目
前加州、得州、佛羅裏達州的房產最受中國買家青
睞。海外房產公司僑業國際的投資總監孟燕茹說：

“據我的經驗，中國買家對美國學區房有明顯的偏
好。有很多留學或者移民家庭的客戶專門來諮詢
大學附近的房產，其中又以加州最受青睞。比如位

於加州帕羅奧圖的斯坦福大學，該校附近的房產以二手房為主，
新房幾乎沒有什麼供應量，價格也偏高。目前斯坦福大學所在的
94305郵編區的房屋中位價是321萬美元左右。”

孟燕茹總結了中國客戶在購買美國學區房時的一些趨勢和
規律，比如一般在孩子留學前一兩年開始購買美國房產，而且多

“以房養學”，“這種模式更為靈活，因為不需要孩子一定入讀所
在學區的學校，還可以把每個月的房租用來支持孩子的留學開
銷。比如佛羅裏達州的租金很穩定，客戶會指定房產管理公司每
月將租金收入轉到孩子的賬戶上作為生活費。也有不少人是孩
子來美國後，直接入住提前購置的房產”，孟燕茹說。

另一種“以房養學”的方式是利用房子的升值來補回留學的
花銷。一名曾就讀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海歸回憶：“我
當時在美國留學時，身邊有不少中國同學買了房，大部分是在留
學前購置學區房。還有一些是畢業後買，留在美國就業的。有些
朋友在留學前買的房子，畢業的時候發現房產的增值幅度幾乎
可以抵消學費支出。”

不過，“以房養學”並不是在美國所有的地方都可行，而且有
一些學區的房源供給緊張。美國房地產數據平臺Zillow10月發布
了一份全美十大頂尖院校學區房“以房養學”可行性報告，對于
在9月進入 US News 2018 美國大學榜單的10 所頂尖院校（包括
普林斯頓、哈佛、芝加哥大學、耶魯、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斯
坦福、賓夕法尼亞大學、杜克、加州理工學院），分析其學區房的
增值水平是否可以抵消本科四年的學費。報告顯示，2013年8月
至2017年8月這一年裏，只有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這三所院
校所在市的房價升值幅度高于預估學費
總額，其他則不及。

在頂級學區買房，動輒200多萬美
元

曾有中國網民分享在紐約買房的經
驗，他用了4年時間跑遍紐約和新澤西，只
為買到學區好、價格合理、生活方便的房
子，選房要求包括：75分鐘內能到曼哈頓；
學區內的高中SAT均分至少1500，最好能
達到1800；亞裔人口比例超過20%——該
網民覺得亞裔較多的地區中國餐館也會
比較多，孩子在學校也能避免歧視和霸凌
。

其實，所謂的“好學區”是雙向選擇的
結果。好學區的高房價保證了入住家庭多
是關心孩子教育的家庭，父母更加願意配

合和參與學校的教學活動，好的老師也願意
來這些學校，畢竟老師都希望教到好學生，
提高自己的教學評估。這樣一來，這些學區
的房價也就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準。

而如果在好的學區買房，除了能夠省下
一筆私立學校的學費，還能保證房子的升值
空間，而且這些地方的房租也高些。所以即
使不考慮孩子上學的問題，買房者也會盡量選擇好的學區，將來
轉賣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還有一種觀點是，公立學校每年的花銷平均約8500美元，私
立學校達1.3萬美元，因此相比讓孩子上私立學校，在好學區買房
是更收益更高的投資，畢竟房子保值，私立學校的學費卻收不回
來——私立學校花費的平均價格是每年1.3萬美元，如果住在全
美私立學校最貴的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斯坦福大學所在地
），學費會超過2.8萬美元。

不過，美國的學區房的價格比中國一線城市還是合理一些，
因為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判定學區和房子是租是買、孩子的國
籍都沒有關係。另外，眾多優質的私立學校也起到了壓制學區房
價格的作用，畢竟如果好學區房價過于離譜，人們就會選擇同樣
高水平的私校。

那麼，美國學區房性價比的底氣是什麼？
首先，美國的“頂配”中學大多是私立中學，如奧巴馬的兩個

女兒就讀的西德維爾友誼中學（Sidwell Friends School）就是頂
級私校之一，雖然要每年十幾萬美元的昂貴學費，但不存在學區
限制。如學區房價格過高，家長們大可為孩子選擇私立學校，讓
孩子享受更多元的教育。

其次，美國的學區制度只要求家庭在學區擁有居住資格，不
強求家長買房，家長可以自由選擇是買房還是租房。再加上美國
較為規範的租房市場，學區房很難產生炒作熱潮。

再者，美國的學區分布較為均勻，無論是在市區還是郊區，
均有水平相當的學校分布，教育資源相對平均，市區和郊區學區
房的價格也相距不大，家長們不會因為“要送孩子去城裏上學”
而去擠占城裏的一畝三分地。

房產信息網站搜索，能看到位于加州頂級學區帕羅奧托的
一個獨棟單層4個臥室的宅院售價262萬多美元，換算成人民幣
要1700多萬元，聽起來不便宜，但算上院子每平米只要2萬元
——這樣的均價能讓不少在北京買學區房的家長羨慕。

華人爸媽們買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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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好學區”？各地評估系統不同
美國公立中學、小學和幼兒園採取就

近入學的原則，法律規定，任何居住在這
個學區內的孩子都有享受免費公立教育。
學校質量好的地區成了吸引家庭入住的

“好學區”，聽上去和中國的學區房差不多
，其本質還是不同，如美國對學區房的精
準定位在高中，因為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學
習任務相對輕鬆，而决定孩子未來能讀哪
所大學的飛躍性成長學習都集中在高中
階段。

在美國家長眼中，公立與私立中學各
有優勢。公立中學只接受短期的外國交換
生，法定最長時限為一年，不得接受外國
申請者作為獨立學生長期學習；而私立中
學接受外國留學生以學生簽證長期就讀。
這意味著，公立中學的國際生比例遠少于
私立中學，且學費遠低于私立中學，獎學
金也更容易申請，因此公立學區同樣受家
長的青睞。

不同地區對學區是否優秀各有一套
自己的衡量標準。紐約教育部門公佈的年
度學校排名由三個指標決定：學校環境

（包括學生出席率），占總分的15%；學生表現，其中初中和小學根
據學生英語和數學的會考成績衡量，高中則根據學生畢業率衡
量，占30%；學生進步，包括學校是否有效地幫助學生取得進步，
占55%。

在加州，現有的學區評估系統是從1999年開始實施的“學術
表現指數”（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簡稱API），它通過學
生在加州標準測驗（CST）中的英語、數學、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取
得的成績來進行評估，高中API還要考量加州高中畢業考試結果
。

API的最低分為200分，最高為1000分。每所學校在每一年
都有其目標分數，按照前一年的分數以及800分基準之間的差異
來決定。學業成績進入前10%的學校的表現指數為10，排在最後
10%的學校的指數為1。因此買學區房時，房產中介會介紹此地的
學校是10分還是8分。

2016年底，加州媒體曾報道稱，加州學區教育委員協會（Cal-
ifornia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CSBA）可能將取消學區排名，
並修改API系統。有人擔心，如此一來，既有的學區排名會被顛覆
，好學區的學區房價格也會受影響。但地產經紀和相關官員都認

為，明星學區早已名聲在外，短期內不必擔憂，而
家長也可上網查看學校評價，不一定局限于當局
的資訊。

各學區每年對所屬學校的學生出勤率、成績
排名都有相應的報告發布。雖然指標不盡相同，
但官方發佈的數據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可以作為
挑選學區房時的可靠依據。此外，家長也可以自
行在網絡上查詢學校歷年的SAT成績。

美國每一棟居住房都有一所相匹配的學校，
只要在網上輸入自己的家庭住址便可查到相應
的學區、學校名稱和地址，上網查到孩子可上的
學校後便可與校方聯繫。

美國好學區房價高 家長也為學區房頭疼
對于美國每個學齡孩子的家長來說，談起學

區特別是學區房，都會心有戚戚然。為便于管理各個區域內的公
立中小學，由州政府教育局批准，每個州都會成立數量不等的學
區，美國稱為獨立學區。

跟中國家長一樣，美國家長也為學區房和美國房價頭疼。美
國的所謂學區並不是指一大片房子，而是一個類似于NGO組織
但同時帶有一定獨立性和管理職能的第三方機構，有些類似我
們的區縣級教育局，同時又有著獨特的運作模式。

在美國，教育的權限是下放到各個州的。每個州根據自己的
情况確定本州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制訂教育大綱，並進行每學
年的統一考試。德克薩斯的義務教育年限就定為12年，時間為6
歲到18歲。0到5歲時，家長們只能自己掏錢讓孩子上私立學校，
稱為Kid Garden，類似于我們的幼兒園。6歲時，孩子們就可以
進入小學，開始接受政府全包式的公立教育。首先上一年Pre-
school，類似于學前班，再加上5年的正式小學教育後小升初入
讀6—8年級，類似于我們的初中。然後初升高，讀4年高中，9-12
年級，這4年期間修滿24個學分便可高中畢業申請就讀大學。

當然，這12年裏，很多美國孩子也會選擇就讀私立學校。但
是，除了少數有特色的名校外，美國的私立中小學與公立學校相
比，並無明顯優勢，而且費用高昂。之所以選擇私立學校，很大程
度上，是因為房產所在學區的質量不行。

為便于管理各個區域內的公立中小學，由州政府教育局批
准，每個州都會成立數量不等的學區，
美國稱為獨立學區。學區有著獨立的
職能和作用，並像公司一樣，經營著本
區域內的公立學校。以德克薩斯州為
例，我們來看一下美國學區房的特點。
其一，學區擁有獨立管理權。目前，整
個大休斯敦地區就被分為16個獨立學
區。一個學區就像一個小社會，除了市
政府之外，學區雇的人員是最多的，包
括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還有大量的
後勤人員。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警察
有很多種，在自己的區域範圍內各管
一攤，校警也是其中一個警種。由于近
年來校園槍擊案頻發，每個中小學都
配有大量的校警，每天持槍上崗，維護
校園安全。
其二，學區擁有獨立經營權。學區的主
要資金來源為州教育局的撥款，基本
占到總支出的40%至45%，然後最大

的進項就是學區內住宅所繳納的房產稅。美
國的住房買的時候看起來價格不高，但每年
都要根據房產市值繳納一定比例的房產稅，
其中繳納給地方的部分就包含相當比例的學
區稅，這個有些類似我們的教育附加費。在德
克薩斯州，每個市收取的房產稅不同，一般來
說，小城市和學區一般的房子收取的房產稅
比例也低。休斯敦的獨幢別墅一般售價為20多萬美元，在普通學
區，這幢獨棟的房產稅會在3000美元左右，而學區好、生活環境
較好的地區，這項稅就會達到8000美元以上。

美國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在硬件上幾乎是沒有差別的，
很多時候，公立學校因為享受政府撥款，硬件設施可能還要更好
一些。教師的教學質量差別也不大，所拿到的工資也沒什麼差別
。而且，一旦孩子進入了公立學校，只要一離家，孩子就像進入了
保險箱，早晚會有校車接送，中午會在學校就餐，家長們一天都
不需要再為孩子的事情操心了，出了任何事情都由學校負責，還
可以省下私立學校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哪怕是收入還不錯的
中產家庭，也會精心算計一下，儘量在合適的好學區內購買住房
，然後送孩子進公立學校。

如此一來，折磨我們國內年輕父母們的學區房難題，對美國
父母來說，也是一樣一樣的啊。如何選擇？聰明的華人自有辦法。
一位經驗豐富的過來人介紹了他在德州選學區房的訣竅，一句
話：看數字！數字有三：一是學校的統考及格率。美國的孩子並不
像我們想像得那樣輕鬆愉快，每學年末，他們也要參加全州性的
各門課統考，每個孩子的成績雖不排名也不公布，但學校的總體
及格率是要廣而告之的，並會成為新生家長選校時的首要參考
指標。二是學區內享受免費或半價午餐的孩子的比例。如果出身
于低收入家庭，公立學校的學生可以申請半價甚至免費午餐。美
國人認為，低收入家庭的父母由于更多時間要忙于生計，會相對
忽視孩子的教育，孩子會更加頑皮或不好管理。所以，這個比例
不能大。三是種族的比例。儘管德克薩斯尤其休斯敦是全美最國
際化的地區，沒有一個種族包括白種人的比例超過50%，但在普
通美國人心目中，白種人多的區域才算富人區，房價高，學區也
必然好。亞裔和其他族裔的精英階層也慢慢會聚集到這樣的區
域內。(取材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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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華人爸媽們買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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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報稅須知美國報稅須知（（上上））
（1）沒有時間填寫4868表格的報稅人可以向國
稅局申請延期報稅，4868表格可以通過電子方
式或郵寄方式提交。而延期報稅僅限延期繳納
報稅表，不包括繳納稅款的延期。如果報稅者需
要向政府交稅的話，則必須在15日以前繳納所
欠稅款。倘若稅民在15日前沒有上交稅款，國稅
局將根據個人情況實行罰款。
（2）美國移民報稅最安全快速的方法是通過電
子方式報稅。通過傳統郵寄方式交稅的民眾，必
須在郵局申請寄送被認證過的郵包，且須持有
當日郵寄單以證明報稅時間。稅表上交後三年
內，國稅局將有可能查看報稅財務狀況。報稅人
應該保留過去三年內與報稅相關的財務檔。
（3）美國國稅局規定，美國居民海外賬戶和資產
超過一定數目後，也需申報。
（4）在美國，每年每人都需要繳納聯邦稅、州稅、
社會保險稅和醫療服務稅。根據個人不同情況，
以下開銷可酌情抵稅。捐給慈善機構的現金和
衣物、找工作的開銷、轉換工作發生的搬家費用
、自付醫療費用、家庭成員大學學雜費用、住房
貸款利息、境外親屬贈予的現金等。
（5）中美稅收也可互抵。例如，購房投資盈利收
益在中國按 20%的稅率，而長期投資收益在美
國僅為15%或20%的稅率（依據個人收入來區分
），那在中國繳的稅就可以抵消美國要繳的部分
。此外，報稅者還可以通過為子女上大學提前設
立 529 基金、為自己設立 IRA 退休基金以及
ROTH IRA退休基金等途徑抵稅。
1 居住在美國境外的納稅人
如果您是美國公民或稅法定義居民，無論您住
在美國或外國，申報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以
及支付預估稅的規定一般都是相同的。無論您
住在何處，您的全球範圍收入都要繳美國所得

稅。
（小編注：綠卡持有者將自動
成為美國稅務居民。外國居
民若想被判定為非稅務居民
外國人，這三年中每年在美
國的停留時間不得超過 120
天。）
何時申報(When to File)
如果您住美國境外或是在海
外執行軍務，您的報稅期限
自動獲准延長兩個月到 6 月
15日。但是，應繳的稅金必須
在 4 月 15 日(原報稅截止日)
前繳付以避免付利息。
如果您無法在6月15日前申
報稅表，您可以在報稅截止
日前提交4868表要求將申報
截止日再延到10月15日，不
過6月15日之後繳納的稅款
將被徵收利息和「未能繳付」
(failure to pay)罰金。
在哪裏申報(Where to File)
申報地址須依據納稅人居住地址，以及申報時
是否需附上稅款而定。基本上，如果您是美國公
民，綠卡持有者，或是稅法定義的居民且居住在
國外，請將您的稅表郵寄到：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Center
Austin, TX 73301-0215USA
若相同情形但須附上稅款的話，請把稅表郵寄
到：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P.O. Box 1303

Charlotte, NC 28201-1303 USA
調整後總收入(AGI)在指定門檻內的納稅人可
以使用freefile來免費申報稅表。調整後總收入
(AGI)超過指定門檻的納稅人可以使用免費報
稅可填表格或是購買商業軟件進行電子報稅。
有少數公司提供可以接納外國地址的軟件，要
決定哪種方式對您最好，請查閱完整的免費報
稅軟件清單以及提供的服務。
納稅人識別號碼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每一位申報稅表的納稅人及被撫養人者都需要

有社會安全號碼(SSN)或個
人納稅識別號碼(ITIN)。如
需取得社會安全號碼，請
使用 SS-5 表【社會安全卡
申請表】(Application for a
Social Security Card)。如需
SS-5表或要瞭解自己是否
有資格申請社會安全卡，
請聯絡社會安全局辦公室
或瀏覽社會安全國際事務
辦理網頁。如果您或配偶
沒有資格獲得 SSN，您可
以連同適當的文件申報
W-7表來獲取ITIN。
匯率(Exchange Rates)
您在美國稅表上必須以美
元來注明申報的金額。如
果您以外國貨幣獲得全部
或部份的收入或支付全部
或部份的開支，您必須將
外國貨幣轉換成美元。納
稅人一般使用年度平均匯

率來申報一年之中定期獲得的外國賺得收入。
然而，如果您在特定日子進行境外交易，您也可
以使用那些日子的匯率。匯率可在外國貨幣和
匯率查詢。大部分國家的年度平均匯率可在年
度平均匯率查詢。
2 非稅法定義居民的稅務
外國人是指不是美國公民或美國國民的人。非
稅法定義的居民是指尚未通過綠卡測試(Green
Card Test)或居住測試(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的外國人。
誰必須報稅
(Who Must File)
如果您是非稅法定義的居民或符合以下任一種
情況，您就必須申報所得稅：
‧稅務年度中在美國從事或被認作從事貿易或
生意（然而，如果您的唯一美國收入是工資，而
且金額低于個人免稅額，您不需要報稅）；
‧沒有在美國從事貿易或生意,，其美國收入的
預扣稅金額未達應扣繳稅額；
‧負責為第(1)或(2)項所述之個人申報稅表的代
表或報稅員；
‧非稅法定義居民遺產或信托的受托人；
‧國內信托人或其他人受托看管非稅法定義居
民的財產可能須按規定為該個人申報及繳納所
得稅(詳情請參閱財政部稅法第 1.6012-3(b)條
規定)。
注：如果您是持"F", "J", "M", 或"Q"簽證在美國
暫時居留的非稅法定義居民的外國學生，教師，
或受訓人員，並有美國來源收入時(例如工資、
小費、獎助學金、股息等)才需申報 1040NR表(
或 1040NR-EZ 表)。詳情請參閱外國學生與學
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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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報稅須知美國報稅須知（（下下））

申請退稅或優惠
(Claiming a Refund or Benefit)
您必須申報所得稅表才能:要求取回預扣過多或
溢付的稅款；
申報扣除額或其他優惠福利。例如，如果您有不
動產收入，您必須準時申報一份正確的稅表才
能對該收入申報允許的扣除額。
申報哪些收入
(Which Income to Report)
需要繳交美國所得稅的非稅法定義居民其收入
通常必須分成兩類:
‧ 與 美 國 貿 易 或 生 意 有 關 聯 的 (Effectively
Connected)收入
‧固定、可審定、年度或定期性(FDAP)的美國來
源收入
有關聯的收入在扣掉許可的扣除額後依遞進稅
率交稅。稅率與美國公民和居民使用的標準相
同。有關聯的收入應在1040NR表第一頁申報。
FDAP 收入通常包含間接/無實質管理的投資
(Passive Investment)收入，但理論上它可以包含
任一類的收入，FDAP收入固定以百分之三十(
或更低的條約稅率)的稅率課征，同時此類收入
不允許有任何 扣除額。FDAP收入應在1040NR
表第四頁申報。
申報表格(Which Form to File)
非稅法定義居民依規定需使用1040NR表申報
所得稅。
如果符合條件，您可使用1040NR-EZ簡易表。

請參閱1040NR-EZ說明以判定自己是否符合
條件。
何時與何處申報
(When and Where to File)
如果您是雇員或自雇人士收到需預扣美國所得
稅的工資或非雇員報酬，或是您在美國境內有
一個辦公室或營業處，您通常必須在您稅務年
度結束後第四個月的第十五天之內報稅。對于
采用年度報稅的人來說這通常是指4月15日。
如果您不是收到需預扣美國所得稅
的工資或非雇員報酬的雇員或自雇
人士，或在美國境內沒有辦公室或營
業，您必須在您稅務年度結束後第六
個月的第十五天之內報稅。對于采用
年度報稅的人來說這通常是指 6 月
15日。
請將1040NR/1040NR-EZ稅表郵寄
到表格上列出的申報地址。
延長申報時間(Extension of time to
file)
如果您無法在截止日前申報稅表，您
可以在報稅截止日前提交4868表要
求自動延長申報時間。
您 有 可 能 喪 失 扣 抵 和 優 惠 (You
Could Lose Your Deductions and
Credits)
如要申報各項扣抵或優惠，您必須及
時 (報稅截止日後的16個月以內)申

報正確的稅表。非及時申報
的稅表國稅局有權拒絕任
何稅表上申報的扣抵和優
惠。
離境的外籍人士(Departing
Aliens)
所有外籍人士(但有某些例
外情況)在離開美國之前必
須申報1040-C表或2063表
並取得一份國稅局核發的
稅 務 離 境 許 可 證 (sailing
permit 或 departure permit)。
您必須在離開美國前向國
稅局申報以在離境前取得
該許可證。
即使您已離開美國而且在
離 境 時 已 申 報 了 1040-C
表 美國離境外籍人士所得
稅 表 (U.S. Departing Alien
Income Tax Return)，您仍需
申報美國年度所得稅表。如
果您已婚而且您與配偶皆
需報稅，您與配偶須分開報
稅除非兩人中有一位是美
國公民、綠卡持有者，或稅
法定義 的居民才可和與非
居民配偶以夫妻聯合方式
報稅。
3 稅法定義居民的稅務
應稅收入(Taxable Income)
稅法定義居民的收入應徵
方式通常與美國公民相同。
您必須在稅表上申報所有

的利息、股息、工資、其他報酬、來自出租房產/
權利金收入，以及其它類型的收入，無論它們的
來源是美國境內或境外。
稅率(Tax Rates)
美國稅法定義居民的收稅方式一般與美國公民
相同，這是指他們的全球範圍收入要繳美國稅，
而且必須在美國稅表上申報。稅法定義居民的
收入適用于美國公民的漸進稅率，稅法定義居
民使用美國公民適用的稅率表（Tax Table）和稅

率期表（Tax RateSchedules），這些表格在 1040
表、1040A表或1040EZ表的說明中。
報稅身份(Filing Status)
美國稅法定義居民可以使用與美國公民相同的
報稅身份。如果您在整個稅務年度均為稅法定
義的居民，您可以申請美國公民可以獲得的扣
除額。請參閱1040表及其說明來獲得如何申請
允許扣除額的更多信息。
申報免稅額 (Claiming Exemptions)
您可以根據美國公民適用的撫養關係規定來申
報個人免稅額和被撫養人免稅額。如果您選擇
夫妻分開報稅而您的配偶並無收入而且不是另
一名納稅人的被撫養人，您可以在您的稅表上
申報該配偶免稅額。其他被撫養人必須是美國
公民或國民，或是美國、加拿大或墨西哥的居民
。
注意：您的配偶和每一個被撫養人必須要有社
會安全號碼或個人納稅識別號碼才能申報他們
的免稅額或申報其為被撫養人。
扣除額 (Deductions)
您可以像美國公民一樣選用列舉扣除各項費用
，包括某些醫療和牙科費用、州和地方所得稅、
房地產稅、房貸利息、慈善捐贈、災害和失竊損
失，以及其它各項扣除額。
如果您未列舉您的扣除項目，您可選用以標準
扣除額。
抵稅優惠(Tax Credits)
您可以像美國公民一樣來申報各項抵稅優惠和
稅金付款，包括預扣稅。以下是幾項您可能可以
申報的優惠：兒童及被撫養人看護費用優惠、老
年人或殘障人士優惠、兒童福利優惠、教育優惠
、外國稅收優惠、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和領養
優惠。
表格與截止日期(Forms and Due Dates)
稅法定義居民可以選用1040EZ、1040A、或1040
表申報所得稅，寄至申報表上的地址。稅表申報
及繳納稅款截止日期是在稅務年度之後的報稅
那一年的4月15日。如果您的居住地或生意(主
要營業地)是美國境外，您的報稅截止日即可自
動延長至6月15日。如果您在4月15日當天或
之前提交4868表，您的報稅截止日可以延後到
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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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名中國公民被加拿大驅逐出境
防範遣返需這樣做

據CBC報道，日前，加拿大邊境
服務署(CBSA)公佈了非法移民遣返
名單。

名單上的1.5萬餘人之中，中國
公民數量為2066。

what？要遣返這麼多名中國同胞
？

您乍一看這則消息，是否也同小
僑一樣，倍感震驚？心裡不免暗暗揣度
：難道是政策有大變動，或刻意針對華
人？

還真不是這麼回事兒。
有觀點指出，這樣的遣返數據與

加拿大去年審結的一批移民造假案不
無相關：

2016 年 10 月 28 日，王洵等 4 名
華裔無牌移民顧問被指在上千宗中國
人移民加拿大申請文件中，造假來騙

取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身份，所涉罪名
包括蓄意誤導、偽造文書、稅務造假等
12項控罪。

主犯王洵被判7年監禁，並罰款
超過90萬元。另外三人被判入獄3年，
其中一人或將被遣返。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四個人
罪有應得，不值同情。

但本案涉及的1200余名移民客
戶，就真的比較無辜，要遭遇“天降橫
禍”了——因為撒謊，他們不再受到加
拿大的歡迎，當局可能對其中 800 餘
人發出驅逐出境令。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更
針對非法移民強勢表示：加拿大是一
個有著嚴格移民、海關法律和法規的
國家。

事實上，隨著近年來中國人民生

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處世觀念的日
益開放，“出國”這
種在早年，尋常人
家想也不敢想的
事，早已成為一種
常態化現象。

數據顯示，
2016 年，中國國出
國留學人員總數
已達到 54.45 萬人
，出境遊人數更突
破 1.22 億人次，移
民海外的中國公
民也不在少數。

但你可知道
，在辦理出國手續
的過程當中，一旦

沒 自
己“長
個心眼”或“動了歪念”，
很可能就此埋下遣返的

“大雷”！
到那時，即便歡歡

喜喜出了國，今後可能還
要面臨無數隱患！

今天，小僑就跟您
來分享幾個有代表性的
經典案例。
移居：多年申請功虧一簣

2013 年，鄧女士通
過一家資質不全的中介
向西班牙政府申請居留。
遞交完材料後，中介曾提
出代為保管材料，鄧女士
覺得不放心，便把其他相
關材料都帶走了。

結果，鄧女士的居
留批下來不久，中介就被
警察查封了。

中介負責人家裡，
上百份華人申請紮根居
留和換居留的材料被牽
連，警察按照材料上的資
料，將相關人士的居留全
部作廢。

其中，有絕大部分
人是前幾年辦理的，工作
已經換到了外地，居留卡
也順利地更換了，因中介
的歷史存檔，幾年的心血

功虧一簣；還有一部分人是正在辦理，
尚未獲得批准的，在短時間內，紮根居
留的申請均被拒絕；極少數人是在此
中介處更換居留，被中介買賣合同的
違法行為所牽連，居留被廢。

鄧女士堅持把材料帶走，逃過一
劫。
留學：成績造假自食惡果

2012 年，新西蘭移民局曾對來
自中國的 1800 份留學申請材料進行
隨機調查，發現有超過 15%的申請存
在假成績、假證明等情況，在當時掀起
一場風波。

移民局對偽造材料採取“零容忍
”政策，在奧克蘭成立了調查小組。

學生一旦被發現造假，除了被遣
返，還會對個人誠信造成影響，禍及日
後前往其他國家留學、出差、旅遊的簽
證審批。

有業內人士表示，些不良留學機
構為提高申請成功率，會教唆或慫恿
申請者刻意拔成績，甚至為學生提供
假資料、出具假證明。

申請者若知情還執意造假，很容
易惹火上身。即便僥倖逃脫，也可能因
為適應不了課程的教學強度，難以取
得優秀成績，導致無法完成學業。

因此，學生在選擇代理機構時需
尤為小心，切勿輕信過分誇張的承諾。

不是小僑嚇唬人，如果你不擦亮
自己的雙眼，比這更離譜的事情都會

發生——因為你拿到的簽證，可能完
完全全是假的！

有網友爆料，自己從一處簽證代
辦機構申請日簽，“簽證”下來後沒發
覺任何異常，直到最後才發現簽證是
偽造的，給自己帶來無數麻煩。

中國孕婦赴美生子，此前曾是一
股潮流。一些公司教唆中國孕婦將來
美意圖歸作“旅遊”，因為這樣往往很
容易獲得簽證。除此之外，當通過移民
檢查時，這些孕婦還會儘量掩蓋自己
已經懷孕的事實。

但事實上，這樣的做法可能適得
其反。

美國務院表示，目前沒有法律禁
止外國人來美產子，旅遊簽證B2是允
許外國人入美接受“藥物治療”的。

他們表態：如果申請者對自己的
來美意圖並不隱瞞，並證明自己可以
支付來美的醫療花費，解釋為何在自
己國家無法完成醫療訴求，並嚴格遵
守簽證固定的留美時間，可以在美國
法律許可下留美。

所以，小僑發自內心地提醒大家
：

如果想保證自己的國外生活一
帆風順，徹底掃清“遣返”隱患，在一開
始進行申請時，就不要弄虛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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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送上門的銀子美國也不要了？
誰都知道，中國遊客在美國是消費大
戶，不過自從美國出臺對外國人嚴格
審查的新規之後，簽證變得困難了。美
國情願放棄中國人送上門來的上千億
美元嗎？

今年8月，美國商務部美國國家
旅遊辦公室公佈 2016 年國際旅客報
告。報告稱，報告稱，中國內地居民來
美人數 2016 年已連續第 13 年上升，
2016年相較2005年激增超過十倍，占
美國所有國際遊客的3.9%。

不僅如此，中國內地遊客在美旅
行支出排名第一，2016 年共消費了
330億美元。美國商務部稱，十年前中
國還排名第七。從2004年開始中國內
地遊客在美消費平均每年增長 24%，
如今已佔據榜首，每天為美國經濟創
造約9千萬美元。

要撒手這樣的消費大戶，美國人
都不淡定了。這不，《福布斯》雙週刊網
站11月1日刊登了記者埃德•富勒的
報道，題為《美國正在扼殺旅遊業“下
金蛋的鵝”》。文章摘編如下：

本文的讀者或旅遊業業內人士
都知道，當今全球旅遊業是由中國出
境遊市場推動的。中國有超過13億人
口，中國遊客是世界上最大的旅遊團
體，也是出國旅遊時消費較高的群體。
好消息是，美國在去年中國遊客出境
游目的地中排名第六，排在前面的是
中國周邊國家泰國、韓國、日本、印尼
和新加坡。預計到 2021 年，中國將成
為美國最大的遊客來源國。

顯而易見，我們不僅希望留住到

美國旅遊並消費的中國遊客
，還要鼓勵更多人在未來幾
年裡來旅遊，並為他們提供
便利。

不過，我擔心我們正在
失去這個巨大的旅遊市場，
因為人們獲得美國簽證更困
難了。今年初，為了加強國家
安全，美國國務院宣佈進一
步加強對外國人的審查。毫
無疑問，美國公民的安全是
最重要的；但在實現這一目
標之際，還有另一個同樣重
要的目標需要平衡，那就是
能積極創造就業的強勁經濟
。

我最近一次到中國進
行商務旅行時，從客戶那裡
聽到了一些讓人煩惱的話，
美國領事館對中國團隊簽證
申請拒簽率升高。這是一個
危險的信號，因為美國對中
國會展游和休閒遊團隊的拒
簽率歷來低於10%。因此，此
前美國可成功與其他拒簽率
更低的遠距離旅遊目的地競爭，從而
促使中國旅行社、企業和遊客考慮到
美國進行商務和休閒遊。幾年前，這種
信心進一步獲得促進，因為美國和中
國實施了簽證互惠政策，為前往對方
國家從事商務、旅遊活動的另一方公
民頒發有效期最長為 10 年的多次入
境簽證。

通過進一步調查，我們發現所聽

到的說法是真實存在的，而不是主觀
看法。

會展遊是加利福尼亞州和整個
美國的重要生意。最近在奧蘭治縣，我
們接待了一個有 7000 人的中國來訪
團體，他們停留了7天。他們來訪期間
，每人在當地了消費了7000至8000美
元。我們現在正打算接待擁有多達 1
萬名成員的團體。如果我們在中國旅

遊業中的合作夥伴覺得為客戶
策劃美國游太難，風險太大的話
，美國旅遊業將會損失成百上千
億美元，此外還有就業和稅收的
損失。旅行社將把客戶送往其他
更樂於接納中國人的國家。

我堅信我們能在促進美國
游的同時加強安全。在大多數美
國人頭腦裡，就業和經濟依然是
最大的問題。不要浪費機會，繼
續接待中國遊客，為美國創造就
業。

通過改善簽證申請程序，
特別是會展游和休閒游遊客的
簽證申請程序，美國將成為全球
最大旅遊市場——中國——的
最大旅遊目的地。作為永遠的樂
觀主義者，我相信我們能就這個
問題團結起來，我希望能更多與
政府官員和加利福尼亞議會代
表團成員討論這個問題。

美國簽證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中國人拿到美國簽證除了為美

國的經濟做貢獻外，對自己有什麼好
處嗎？很多人認為，只要美簽到手了，
無論再辦其他哪個國家都會一路綠燈
，真的是這樣嗎？

旅行視角的文章稱，美國幾乎
是最先提出10年簽證的，在美國提出
以後，其他國家紛紛效仿，包括加拿大
的10年簽證，新加坡，澳大利亞，以色
列的10年簽證，就連一直以吝嗇著稱
，從不效仿別人的英國也加入了“戰局
”，把有效期從半年延長到了 2 年。所
以不得不說，美國的老大哥形象，在旅
遊簽證領域也是同樣適用啊！

不僅體現在官方的影響力上，就
連我們自己辦簽證的時候都會簡單很
多，像是加拿大，如果你有美國簽證的
話，資料上就會從 10 多項，直接簡化
到幾乎只需要護照和照片，而且拒簽
率也降低到幾乎為0！相反，如果你不
幸被美國拒簽，那加拿大也基本別想
過了。

除加拿大外，如果你有美國簽證
，去墨西哥、南美洲的智利、秘魯也會
全部免簽，否則，你需要一大串資料，
不但有大家熟知的存款證明，工作在
職證明等等，還需要認證或是公證，而
單單一個認證，可能就需要去 2-3個
不同的政府機關遞交材料。可想而知，

美國簽證的“威力”有多大！
“威力”不僅體現在免簽，還體現

在過境簽上，如果你飛去美國，在韓國
首爾轉機，那在有美簽的情況下，可以
無需過境簽證直接入境韓國，非常方
便，同樣理論也適用於新加坡。這樣，
以後再轉機，就不用擔心簽證的問題
啦！

以上說的是美簽的各種好處，但
不要認為他就是“萬能”的，不要以為
有了美簽，其他國家就沒有拒簽的可
能性了。比如歐洲各國的簽證官看到
你有美國簽證，會認為你有去美國的
能力，但並不認為你同樣具備來歐洲
旅遊的能力。

美國人看你是否能拿到簽證，更
多的是憑藉他們豐富的經驗，去推理
你是否具備旅行能力，是否具備移民
傾向，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反應，為什
麼我面試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問，就給
我簽證的原因；而相較之下，歐洲人更
多的是通過你提交的資料來判斷，自
己的“主觀意向”沒有那麼強烈，這就
導致你即使擁有了美國簽證，但仍然
拿不到申根簽證。

綜上所述，美國簽證並不是萬能
的，每次申請新的簽證的時候，仍然需
要我們認真準備簽證資料，把每個細
節都注意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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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斷收緊移民政策美不斷收緊移民政策 華人擔憂華人擔憂
近日，據美國《僑報》報道，特朗普政府已

經有了新計劃，將廢除 H-1B 簽證持有者的配
偶(H-4簽證)在美國的工作許可。據華爾街日報
報道，特朗普政府加強對 H-1B 工作簽證申請
人的審查。
收緊工作簽證

數據顯示，從2015年10月到2016年9月，
有41526名H-4簽證持有者獲得了工作許可。

奧巴馬政府曾於2015年提出，已經完成綠
卡申請(I-140 獲批)，並處於等待期的 H-1B 簽
證持有者的配偶(H-4簽證)，可以申請工作許可
，獲得社會安全號，並在美國合法工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通過一系列措施
，不斷收緊移民以及簽證事項。從嚴格審核簽證
申請，到收緊 H-1B 簽證計劃，從宣佈支持“改
革美國移民制度強化就業”草案，到收緊合法移
民數量。從擴大簽證申請面談範圍到打擊逾期
滯留。他提倡“積極促進和使用美國製造商品，
保證雇傭美國勞動力去工作”，力爭實現美國優
先的承諾。

“我最近剛拿到美國傑出人才簽證，開始
以導演和電影剪輯師身份申請，但是因為簽證
成功率問題，我最後以電影剪輯師身份拿到了
這個簽證。”在美國洛杉磯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的
楊夢昉說，“準備簽證過程也是一波三折，由於
簽證難度變大，需要不斷地按要求遞交材料。”

除了傑出人才簽證，特朗普政府目前還在
嚴格審查高技能外籍勞工的 H-1B 工作簽證。
根據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調查數據顯示，

2017年1月至8月期間，每4件申請案
超過一件被駁回，要求申請人“提供進
一步證明”。

“我認為持有H-1B簽證的外籍
工作者搶了我們的工作，如果他們配
偶(H-4簽證)也能工作的話，這對我們
本地人找工作太不公平了。”在舊金山
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大衛林登說。
增加本土就業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為
何頻頻調整移民以及簽證政策，加大
留美難度？

“特朗普政府主要是為了實現自
己的競選諾言，通過增加美國人就業
率，讓美國再次強大。從統計數字來看
，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增多了。在僧多粥
少的狀態下，犧牲的當然是外國勞工
的利益。”在紐約工作的孫瀾濤律師說
，“此外，H-4簽證持有者政治影響力
較弱，國會中沒有代言人，抗爭力量非
常薄弱，不容易形成氣候。”

移民門檻不斷提高，簽證審核流
程繁瑣，難度加大。印證出“美國優先”
的思想，體現出強烈的保護主義色彩。

“如果H-4簽證政策改變，會形
成類似風向標的作用。這也反映出特
朗普政府以及移民局的一種保護就業的傾向，
未來一段時間，H-1B簽證審查會更加嚴苛。工
作場所的核查、稅收證明、補充材料證明等。”在

洛杉磯工作
的華人律師
張軍說，“在
移民局的審
查過程中，會
現場詢問雇
傭公司，在同
等學歷的條
件下，為什麼
不盡最大努
力，雇傭美國
員工。”

據美國
移民局發言
人稱，簽證審
查的縮緊是
為了防止詐
欺及簽證濫
用。美國移民
局專注于謹
慎和公平的
裁決確保移
民體系的完
整性，同時保
護美國工人

的利益。
背後隱憂不少

特朗普政府對移民以及簽證政策頻頻調
整，雖然還沒有對工作簽證項目進行全方位調
整，但就目前情況來看，外國工人進入美國工作
更加困難。

“特朗普政府未來將減少
合法移民數量，推動積分制，在
未來一段時間內，潛在的與美國
員工競爭的工作簽證都會加強
監管。”張軍指出，“像L1跨國公
司經理簽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制定的 TN 身份等其他工作簽
證，也會嚴苛審查。”

孫瀾濤律師認為，如果
H-4配偶工作許可廢除，但可以
繼續申請 H-4 身份來美，只是
不能在美工作，這是移民法的一
貫政策。

此外，與移民簽證相關的
政策法規，同時也牽動著在美華
人的心。

“美國中部地區失業率比
較高，特朗普政府這樣做雖然可
以提高就業率，但另一方面，
H-1B簽證難度加大，美國一些
外籍學生或學者留美工作會更
加困難。此外，收緊簽證以及移

民政策，對於華僑華人社團成長以及更新換代
都會產生影響。”在美國舊金山生活多年的蔡文
耀說，“如果取消配偶(H-4簽證)工作許可的話，
會增加很多變數，持有 H-1B 工作簽證的華人
也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

I/房地產專日/雜版/投資移民/1712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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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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