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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哪些城市賣房回報率最高
售房回報最高的城市大部分都在西海 在同一個市場或類似市場換房，或打算購買第
岸。舊金山售房者盈利的中位數為 22 萬 2 二套或第三套房的房主來說，情况會好很多。
“想在房屋平均售價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市
千美元。在洛杉磯，中位數為 13 萬 7 千美元。
她說，指的是聖何塞這
其次是西雅圖，這個數字為 12 萬 3 千美元。 場買房真是太糟糕了。”
“但仍有一線希望，如果你在 2017 年
後面是加州聖地亞哥，10 萬 8 千美元。而在 樣的地方。
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房主們售房平均收益 賣掉了房屋，那麼購買房屋和出售房屋之間所
賺取的金額就足以支付中等價值房屋的首付款
為 87,000 美元。
另一方面，最
“爛”
房市是中西部城市 。”
聖 何 塞 一 棟 房 屋 首 付 的 中 位 數 約 為 257,
克利夫蘭和芝加哥，那裏的售房盈利中位
000
美元
，低于賣房所得的潛在利潤。
數分別為
16,000
美元和
20,000
美元
。
而在芝
美國哪裏的房產市
高 呢？又 有
並且，Mikhitarian 指出，聖何塞的住房需求
場 最 熱、售 房 的 回 報 最
哪些城市賣 加哥，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房主實際上是在做
仍然相當大，這裏有
“非常健康的經濟，並有很
房會是蝕本生意呢？一份最新報告揭示了這些 賠本生意。
而在高房價的市場上，抵押貸款利率的上 多其他可取的理由讓人們選擇住在那裏。”
答案……
房地產資訊網站 Zillow 的經濟研究主管特 升和房源的稀缺使得購房者不願在該市場再次 來源：紐約僑報
拉薩斯(Aaron Terrazas)稱，西海岸仍是最熱房 進行買賣。
特拉薩斯評論稱：
“在昂貴的西海岸市場，
市，考慮出售房產的業主可能會得到最好的回
像灣區這樣的地方
，
房屋的可負擔性越來越小
。
報。
根據 Zillow 出具的一份最新報告，舊金山、 ”
事實上，根據路透社最新報道，美國房價上
洛杉磯、聖何塞等加州灣區房屋銷售利潤中位
數超過 10 萬美元，一些地區甚至接近 30 萬美元 漲速度是通脹和工資增長速度的兩倍。
Zillow 高級經濟學家 Sarah Mikhitarian 表
全美房價最貴的聖何塞市，出售房屋的中
位數利潤為 29 萬 6 千美元，當地平均房價為 130 示，美國經濟適用房的短缺繼續推高房價，對首
次購房者而言尤為困難，他們
“掙扎著支付首付
萬美元。
。但隨著利率上升，那些能夠支付首付的人又
特拉薩斯表示：
“在全美大多數房市中，賣 ”
房者的銷售利潤不足以支付 20%的房屋首付。” 可能無法支付每月的抵押貸款。
儘管如此，Mikhitarian 告訴記者，對那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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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投資前

這 28 個問題一定要問出口！
問題。如果一個市場的新房建造速度遠遠超過了它吸收人口的
能力，那麼這個市場就必須通過降價或者是對租客妥協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你永遠希望在這個市場裏需求大于供給。

01

What is the job growth?
這個地區的就業增長如何？
就業崗位數量是一個市場是否健康的關鍵指標，工作機會
吸引人們進入當地市場，然後這些人會成為消費者。當一個市
場的人口急速增長時，會推動當地的房屋租貸及買賣，反之亦
然。
例如，當 Amazon 準備在佛羅里達州的 Jacksonville 建設
一個物流中心時，根據市場規律，會給當地帶來至少兩年的年
均 2%以上的就業增長率。

02

What is the population/household growth?
人口／家庭增長如何？
人口的增長或者減少決定了一個市場的大小。由于高稅收
、高生活成本以及天氣等原因的影響，導致了美國東北部人口
的外遷。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那些人口增長尤其是家庭數量增長的市
場。因為家庭是主要的租房者，當一個市場的人口增長時，租
金也會相應增長。

03

How many new units have been buil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過去三年內有多少新房建成？
近期建成的房屋或者正在建造的房屋是檢測市場健康程度
的重要指標。
很多美國城市現在正處于擴張階段，而這其中會暴露一些

09

How many construction permits have been issued?
有多少建築許可被通過？
如果一個市場的建造許可處于增長階段，那麼新的建築將
會帶來相應的工作崗位。

Are there any barriers to entry in your market?
進入這個市場有沒有哪些進入壁壘（如地形限制，建造成
本等）？
一個相對高的進入標準會導致這個城市房產價格的增長。
例如這個城市周圍是沙漠環境，或者大眾對地理位置有強烈的
要求。這些將導致現存的房產會有更高的潛在價值。

05

10

04

當考慮買房的時候，你會問房產中介哪些問題？
入境看房一趟不容易，我們都期望能在有限的時間裏瞭解
到最詳細的房屋信息。不妨在考察前提前考慮一下，究竟該問
房地產中介哪些問題？
一般我們的問題都集中在房子本身上。除了區域市場宏觀
分析上考慮太少，還存在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找什麼樣的中
介經紀人看房？在國內，大部分人找房產中介，基本靠眼緣。
“美國房產投資必問經紀人的 28 個問題”，實際構成了
一套完整的美國購房系統思維。
這 28 個問題，無論放在國內還是國外，對個人買房決策
都頗具參考價值。雖然在個別問題上國內外有差異，但是這種
系統的思考方式，正是一個成熟的房產投資者應該具備的。

到當地整個市場就業環境以及房屋租售情況。

Are properties listed on the MLS or is it a broker driven
market? 這個市場的房屋資源是挂在 MLS 上共享的還是由
當地的房產經紀人主導的？
在東南部地區，很多地方是經紀人主導的市場，經紀人控
制了當地大量的房屋信息，如果購房者沒有與這些經紀人建立
聯繫，將很難取得這些最新的交易信息。
無論是在哪種市場，建立與經紀人之間的良好關係都尤為
重要。
注：MLS（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美國多重上市服務
系統，是 20 世紀 30 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種房地產交易方式，
它以會員聯盟的形式，將不同房地產經紀公司納入一個聯盟體
系，體系中成員的房源和求購信息集合在一個共享數據庫中。
MLS 不僅是一種銷售模式，更是一種先進的房地產流通管理系
統。

06 How many listings do you currently have and what have
you recently sold?
你手上有多少房源，你最近的成交量如何？
這兩個子問題是反映經紀人能力的重要指標。如果經紀人
在過去的 12 個月持續地賣出房子，他會對市場價值有更好地
瞭解。
成熟的投資人總在尋找那些交易量大的經紀人。因為賣家
傾向于尋找這些活躍的經紀人，而這又給了經紀人源源不斷的
新房源。
07

What is the typical size of a deal in your market?
在這個區域市場上，最主要的房屋成交類型是什麼樣的？
大多數新手投資者在購房時，從未去
考慮自己的投資組合將來會是什麼樣子
，也不關注退出策略，同許多資本產品
投資一樣，這種思維十分危險。向經紀
商詢問市場上的在售房源的類型，交易
的平均規模是多少，以及在市場上的交
易量是多少。

08

Who are the major employers?
這個市場上的主要雇主是哪些？
瞭解這個地區裏主要公司是哪些，有助
于分析就業環境帶來的影響。如果這個市場
太過于依賴少數幾家公司，將會帶來一系列
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多樣化的雇主更有利于
市場健康發展。
例如，Rochester 的市場當年太過于依
賴柯達公司。因此柯達的興衰將直接影響

Who is currently investing in the market?
當前市場上的投資者有哪些？
當大的投資人開始投資一塊項目時，價格便會開始快速上
升。如果能夠在這些投資人之前進入市場，將會對我們更加有
利。同樣，去瞭解你的競爭對手也是非常明智的策略。

11

How are these deals being financed?
交易資金是如何給付的？
一位在中西部市場的經紀人曾透露，他所出售的大部分交
易都是全額現金交易，幾乎沒有任何折扣。
這告訴了我們什麼?當時市場很熱，大多數投資者都來自
外地，聰明的投資者不會躲避這種類型的市場；但另一個極端
，買家議價能力過低是值得謹慎的——需要分析此時該區域市
場是否被高估了（過熱）。

12

Where are the B and C properties located?
B 級和 C 級的房產位置在哪？
A 級房產的位置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瞭解 B 級或者
是 C 級房產在什麼位置，才能更全面地瞭解房產投資現狀和前
景。

13

Can you identify the path of progress in your market?
能說說未來市場的發展趨勢嗎？
通過詢問經紀人瞭解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趨勢和區域在哪
一塊。
瞭解人口流動的方向，如果能提前鎖定並進入那個區域，
那麼回報一定是非常可觀的。(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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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投資前

這 28 個問題一定要問出口！
一些市場因現金回報很好，而另一些市場則以增值回報為
主。選擇你願意遵循的投資邏輯，並投資于相應特徵的市場。
例如，當選擇羅切斯特（安大略湖南岸城市）作為一個投
資市場時，應當瞭解這裏現金流為王（此地有羅切斯特大學）
，而資本增值不能指望的。

19

What is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roperties?
該區域市場的平均房齡是多少？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但是大部分人會忽略這一塊。
你是否會投資一個超過 100 年的房產，然後不停地需要投
入資金去維護？或者你願意投資一個嶄新但價高的房產？
這裏面並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我們要做的是瞭解不同
房齡房產的利弊。

20
14

What is the per unit cost of an apartment?
一個公寓單元房的價格是多少？
瞭解不同戶型公寓房的價格是多少。例如一居室，兩居室
和三居室的市場售價。
由于大小、房齡、衛生間數量、設施等複雜因素影響，我
們很難按類型確定價格，但我一般會問問在 C 級房產中一套兩
居室公寓的典型價格，類似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更直觀地瞭解
交易情況。

15

What is the vacancy rate in the market?
住房空置率是多少？
空置率是衡量租售市場是否健康的指標。
全美的入住率是 96.1%，如果你的市場只有 90%的租住率
，那麼說明這可能是個疲軟市場。如果能夠在一個堅挺的市場
裏找到一些空置率比較高的房產並且改變其現狀，那麼這將是
一個巨大的價值空間。
你需要去瞭解為什麼在堅挺的市場裏會出現空置。是因為
缺乏管理，租金過高，外觀不吸引人還是戶型不合理？一處房
產的高空置率並不代表你應該遠離它，相反如果能找到問題並
解決，將帶來可觀的收益。

16

What has the rent increase or decrease been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過去三年，房租的變化情況如何？
在現在的大環境下，房租是穩步增長的。如果一個市場的
房租增長是停滯的，這說明這個市場的發展比較差。
同理，如果一個市場的房租增長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那麼
對于原本的租客來說，買房會變成一個更好的選擇。他們就是
你的潛在客戶。

17

What are the cap rates for specific asset classes in the
market? 不同等級房產的回報率如何？
不同等級的房產會帶來不同的回報率。舉個例子，在東田
納西州，B 級房產的收益率在 7%。如果發現高于該回報率的
房產，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去瞭解它。

18

Is the market a cash flowing market or poised for capital
appreciation? 這個市場是以現金流為本的市場，還是保持
穩定增長的市場？

Does the market employ RUBS (ratio utility billing)？
這個市場是否支持 RUBS 系統？
RUBS 是收取住房者公共事業相關費用的系統。這是一個
相當簡單和容易實現的系統。如果市場采用了這個系統，那麼
請注意識別市場中沒使用這套系統的房產。
在沒采用這套系統的房產投資案例裏，房東交了這部分錢
，但沒有跟租客收取。

21

What are current rents for various unit mixes (studio,
1-bed, 2-bed, 3-bed)? 不同戶型的租金各是多少？
瞭解一個市場內不同戶型的租金是多少。找到那些低于市
場租金水平的房產並且通過改善該房產的現狀，使之回歸到市
場的租金水平，將會產生額外的市場收益。

22

Can you recommend a management company?
你可以推薦一個房產管理公司嗎？
對于大部分房產投資者來說，房產管理公司的選擇是一個
讓人頭疼的問題。讓經紀人推薦一些房產管理公司。確保這個
房產公司在你管理你所投資的房產等級有豐富的經驗。
你還可以通過 Iren 或 All Property Management 去搜索合
適的當地房產管理公司。

23

What are the fees charged by a management company to
manage a property?

找 一 家
房產公司管
理房產費用
是多少？
瞭 解 一
家房產公司
會收取的費
用，有些市
場內的管理
費用太高，
有些市場或
許沒有合適
的管理公司。你最好儘早搞清楚這些信息。

24

What is the affordability of homes in the market?
在這個市場裏，人們的房屋購買力是怎麼樣的？
購買力不足會導致一些明顯的結果。首先，如果房子太貴
的話，人們就會更傾向于租房。其次，如果房子對于大部分勞
動力來說太貴，這會導致一些公司決定搬遷到其他城市。
例如，豐田曾經將一個 3000 人的工廠從加州搬到得克薩
斯州，相對于加州 Torrance $508,000 的房價中位數，Dallas 只
有$210,000。而豐田員工的工資水平不變。在這種情況下，公
司的搬遷決定是非常容易預見的。

25

Can you recommend an insurance company?
你可以推薦一家保險公司嗎？
一個活躍的房產經紀人通常會與其他專業的團隊有聯繫。
你可以通過這個經紀人找到幾個專業的保險代理人，並瞭解他
們提供的保險方案。

26

Can you recommend a mortgage broker and a bank?
你可以推薦一個貸款經紀人和一家銀行嗎？
你可以通過經紀人推薦的一些銀行來提供貸款。
當地銀行對于房地產行業的瞭解或許會高于大區銀行。同
時貸款經紀人也非常重要，他能幫助你找到多種貸款的渠道。
你需要做的是分析銀行和貸款經紀人所提供的方案，並選
擇最合適的一種。

27

Do you have any deals I can analyze?
可以提供一些過往交易案例給我研究一下嗎？
別忘了讓經紀人提供給你一些已經達成的交易來做分析。
你可以給這個經紀人你的投資規劃或投資標準。
也許前幾個交易案例是一些完全沒用的，你需要做的就是
謝謝這個經紀人並告訴他這些方案並沒有用。要建立和經紀人
之間的信任，你需要做的就是言行一致，最後才能得到他真正
的幫助。

28

Where are we going to lunch?
咱們去吃個午飯怎麼樣？
你可以邀請經紀人一起去吃飯，可以選擇一家人流量大的
當地餐廳，最後再幫經紀人點一杯咖啡。這種方法可以讓你快
速與經紀人建立良好關係並得到對市場更深層次的瞭解。
(文章來源：北美購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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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最新報告：

全美房源嚴重不足 房價租金齊漲

由哈佛大學聯合住房研究中心(JCHS)編制
的年度“全國住房狀况”報告逐年回顧並評估全
美住房。今年在哈佛大學第 30 屆會議上出爐的
最新報告顯示，全美住房前景越來越糟，不僅房
源稀缺，還房價越來越貴。
據美國房產網站報道，自 2008 年房地產市
場蕭條以來，房屋建設每年都在增長，但隨著建
築材料、勞動力和土地價格的上漲，建築業的步
伐正在放緩。這導致市場上的住房減少，住房短
缺情况惡化。
與此同時，隨著失業率回落至危機前的水
平，美國每一代人都希望購買房屋，導致對住房
供不應求，尤其是在大城市。結果還包括房價飆
升、租金上漲幅度超過低收入美國人和中產階
級的工資增長。
報告強調了以下幾大關鍵因素，以及它們
如何造成美國住房市場的可負擔問題。

建設成本+土地使用調控放緩住房建設
泡沫經濟前，美國住房供過于求。今天，我
們面臨相反的問題：住房短缺。住房建築每年都
在增長，而這種增長呈現出放緩的跡象。
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報告，2017 年單戶住
房建設開工增長 9.4%，完工增長 8.8%。多戶住房
開工率下降 9.7%，完工率上漲 11.3%。該報告得
出結論，雖然多戶住宅的下降令人擔憂，但新住
房渠道依然強勁。
住宅建設受到幾個因素的阻礙，導致了住
房價格的上漲，特別是對中低收入美國人而言。
在木材價格暴漲的帶動下，2016 年至 2017 年間
建築材料的成本累計上漲 4%。除了成本增加之
外，勞動力短缺也減緩了建築的步伐。土地也變
得更加稀缺，圍繞土地開發的繁文冗節阻礙了
建築的密度增加。
好消息是，多年來建築商和開發商專注于
高端市場，如今小型獨棟住宅和製造住房的建
設繼續快速增長。不過，低價住房僅占單戶住宅
的 22%，低于 1999 年至 2007 年的平均 33%。

經過多年的推遲，千禧一代進入了購房
市場
住房建設步伐緩慢的同時，千禧一代終于
進入了購房市場，住房需求已經擺脫了危機後
的低谷。與他們的父母或親戚一起生活的千禧
一代的比例仍然是 26%，另外還有 9%的千禧一
代與非家庭成員合住。這意味著仍有可能再次
出現新一代千禧一代，他們將形成新的家庭模
式，並進一步增加這一代人的住房需求。
與此同時，老齡化的嬰兒潮一代促進了 65
歲以上人口的增長，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一數字
已經超過 700 萬戶。他們活得更久、更獨立、更喜
歡呆在家中。結果，這類人口的房屋售出量比過
去減少，促成了現有住房銷售短缺。
報告指出，移民在遷移期間對住房需求做
出貢獻，但更重要的是穩定了經濟下滑期間的
需求。在 2006 年至 2016 年期間，約 150 萬外國出
生的家庭當上房主，抵消了本土出生房主多達
110 萬的下降。
隨著特朗普總統嚴厲打擊非法移民和挫傷
合法移民的積極性，人口普查局預計移民比率
比特朗普就職前低。儘管如此，2040 年移民人口
增長的比例將從今天的 42%上升到 67%。

房屋所有權稍微反彈，老年人處于主導
地位
受到低利率的推動，首次購房者獲得抵押
貸款，房屋擁有率終于出現轉機。從某種角度來
看，2017 年是美國房屋所有權旺盛的一年。大約
110 萬美國人成為房主，這是大衰退以來的最高
水平。
今年夏天，購房市場或許是“有史以來競爭
最激烈的”
。受到房價上漲、可負擔性以及庫存
有限等因素影響，購房者心力交瘁。特別是沿海
大都市的房價飆升，惡化了地域不平衡和差距。
洛杉磯的房屋擁有率為 48%，匹茲堡則為

70%以上。洛杉磯中等收入家庭僅能負擔占出 是 新 單 元 租 金 持 續 上 漲 的 主 要 因 素，租 金 從
售房屋 11%的住房抵押貸款，而在匹茲堡，即使 2012 年的 1,090 美元激增至 2017 年的 1,550 美元
是最低收入階層的家庭也能負擔 26%。這一差 。芝加哥和邁阿密新單元的平均租金現在都超
距有助于解釋年輕“有房族”的持續滯後問題。 過 2000 美元。
這與低收入租戶所面臨的現實形成鮮明對
雖然 25-34 歲人群去年的房屋所有權增加了
0.6%，但他們僅 39.2%的房屋擁有率遠低于 30 比，自 2015 年以來，現有庫存基本保持不變。
根據全國低收入住房聯盟的數據，每 100 名
年前的 45.5%。
儘管千禧一代和年輕人常常主導有關房屋 低收入租戶中只有 35 個出租單元可以負擔得起
所有權的話題，但老年公民實際上可能會做更 ，而且還有 720 萬單元的短缺。在全國 50 個主要
多的事情來塑造真正的市場。與美國整體人口 大都會區域，低收入租客都遠遠超過可負擔住
一樣，房主的平均年齡也上升，從 1990 年的 50 房數量。轉換、拆遷和其他損失嚴重削減了可負
歲增加到 2016 年的 56 歲。在對不同年齡階段人 擔住房的庫存。在 1990 年至 2016 年間，已有超過
口的調查中，65 歲以上的老人是唯一一個 2017 250 萬個租金低于 800 美元的住宅單元消失。
年房屋擁有率(78.7%)比 1987 年(75.4%)更高的人
口。
住房挑戰：庫存短缺和巨大需求
房主的老齡化有著重大意義。2014 年的一
簡而言之，美國太多地區的住房太貴了住
項調查發現，88%的老年人希望隨著年齡的增 不起。 2016 年，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和 47%的
長而呆在家中。如果他們忠于意圖，他們將為家 租 房 者 用 收 入 的 30% 以 上 來 支 付 住 房。大 約
居裝修帶來巨大商機，重點是便利和生活無障 1100 萬人為住房花費了一半的收入。
礙和。它還令市場承受更多的壓力，為千禧一代
在全美各個角落都會感受到這種壓力，幾
製造庫存緊張。
乎所有的人口，從城鄉到年輕人(30 歲以下的租
戶中有 44%，65 歲以上的租戶中有 54%的人，入
租房仍然是“雙城記”
：富人的城市 vs 窮 不敷出)。聯邦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
根據 HUD 最差案例住房需求報告，2005 年
人的城市
“極度低成本負擔或生活條件不
去年房屋所有權出現小幅上漲，與此同時， 至 2015 年期間，
租房人口從 36.6%下降到 36.1%，35 歲以下的租 足或過度擁擠的極低收入家庭”的租戶數量從 6
戶下降了 22.4 萬。這表明經濟實力的提升令住 個增加到 830 萬個，而無家可歸者在經歷多年下
滑後 2017 年增加了 3,800。
房市場得到改善，租賃市場也略有回軟。
自 30 年前的第一份國家住房報告以來，全
但就像去年一樣，租賃市場越來越迎合豪
美
極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數 量 增 加 了 600 萬，達 到
華公寓居民的需求，低收入租戶則掙扎求存。
1900
萬
，同時租賃援助和低成本住房庫存有所
多戶住宅繼續向豪宅傾斜，追逐不斷擴大
減少
。
沒有領導
、資源或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
的市場並提供更多設施(2016 年，86%的新公寓
擁有游泳池，89%擁有室內洗衣房)。去年高收入 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租戶的數量增加，年收入超過 10 萬美元的租戶 來源：紐約僑報網
增長了 5%(他
們的租房比
例 為 19%，租
金創歷史新
高)。多戶住宅
去年交付了
336,000 個 新
建單元，並以
70 年 代 以 來
前所未有的
速度增長。
豪華建
築有助于抵
消土地和建
築成本上漲
的影響，後者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美美地產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MeiMei Ou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經驗豐富(20 年)

獲獎經紀人

281-787-9300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賣房高手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低費貸款
重新貸款
手續簡單
最佳利率
信息保證
無費貸款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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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了房，沒錢交稅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
產的比重高過房產；而在鄉村地區， 息等。
用所有居民住宅；等級 2 稅率 A 為 1.65%，適用價
由上所述，拖欠房地產稅是很嚴重的事情， 值不超過 300 萬美元的商業及工業樓，包括旅館
地產的比重大多不及房產。
表一是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 最後可能導致房地產被拍賣，值得屋主嚴肅對 等；等級 2 稅率 B 為 1.85%，適用價值超過 300 萬
縣（Fairfax County）的房地產稅示意 待。不過，對于確實沒有能力繳付房地產稅的屋 美元的商業及工業樓，包括旅館；等級 3 的稅率
，不同的地方政 為 5%，適用空置房屋；等級 4 的稅率為 10%，適
表，表 中 顯 示 了 一 戶 屋 主 2015 年、 主來說（有能力而不繳的除外）
2016 年 應 繳 房 地 產 稅 的 數 目 以 及 府有不同的項目幫助屋主度過難關，包括緩交 用 于 維 修 不 良 或 破 敗 的 房 屋（blighted real
2017 年估計應繳房地產稅的數目。以 房地產稅、分期繳納甚至減免房地產稅等。以費 property）
。所謂維修不良或破敗的房屋，主要指
2016 年 的 房 地 產 價 值 為 例，共 爾法克斯縣為例，居住在該縣的居民，年齡超過 墻壁、屋頂、窗戶、陽臺或其他房屋結構維修不
585670 美元，其中地產為 26 萬美元、 65 歲或殘障人士，年收入在 52000 美元及以下 良，或有危險、不衛生、威脅社區公共衛生等。這
房產為 325670 美元，房地產稅的稅 的，可以免付房地產稅；收入在 52001 美元至 個稅率主要目的是迫使屋主保持房屋的安全衛
率是 1.1585%，所以應繳房地產稅為 62000 美元的，房地產稅減半；收入在 62001 美 生整潔美觀。
元至 72000 美元的，房地產稅減免 25%。
6784.99 美元。
其次，房地產稅的徵收是地方政
三、“房產稅一年多少美元?”
近來，有客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網上傳 府（主要指市政府、縣政府）的職責，不但與聯邦
一、
“房屋價值怎麼評估?”
根 據 美 國 人 口 普 查 局 的 統 計，全 美 屋 主
言在美國交不起房產稅會被政府或者銀行強制 政府沒有關係，更與銀行等其他金融部門無關。
在房地產稅中，有兩個因素起關鍵作用，一 2015 年平均交納房地產稅為 2149 美元。2015 年
把房子賣掉不知是真是假，假如說沒錢交房產 而地方政府的運作經費來源，主要就是靠房地
是稅率，二是房屋及地產價值，房地產稅的多少 全 美 各 州 房 地 產 稅 率，最 低 的 是 夏 威 夷，為
稅會怎麼樣呢？會被強制收走房子或者其他物 產稅。以 2016 年費爾法克斯縣為例，當年該縣總
，就是由這兩個因素組成的。由于房地產稅主要 0.27%，最高的是新澤西，為 2.35%，新澤西的稅
品抵押嗎？”這個問題牽涉面較廣，下面就具體 收入為 38 億美元，其中 24 億美元來自房地產稅
由各地政府徵收，因此房地產價值的評估由地 率是夏威夷的 8.7 倍。也就是說，在夏威夷一棟
解釋有關規定。
，房地產稅占整個縣政府收入的 63%。
方政府負責，各地政府有各自的法律法規，所以 20 萬美元的房產，只需交稅 540 美元，而在新澤
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美國絕大部分房產
由于房地產稅在地方政府運作經費中占主 房地產價值評估方式也不一樣。大致說來，房地 西則需交稅 4700 美元。
是包括土地的，也就是說房東不但擁有房子的 要部分，包括中小學教育經費、道路維修、圖書
產評估的基本原則有 3 個：
所有權，也擁有與房屋相連的土地的所有權，包 館運作、公共設施、警察局經費、政府員工的工
1. 本地區最近一段時期同類房屋成交價格，這 四 、
“貸款買房的，為什麼每月銀行除
括房屋地基、院落的土地所有權。所謂的房產稅 資福利等，都靠政府撥款，因此收繳房地產稅是
是評價房屋價值（包括所在地皮價格）的重要因 了扣還貸的費用，還要扣房產稅和保險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房地產稅。美國房地產稅是 政府的重要事項。而對于拖欠或不繳房地產稅
素。
費用?”
一個稅種，但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個是房產， 的屋主，政府首先會將欠稅與房產地契（Title 以
2. 修建同類房屋的價格加上地皮價格，即在當
銀行貸款給購房者是有風險的，因此會將
另外一個是地產。每年屋主都會收到下一年度 及 Deed）聯繫在一起，這樣，不但會大大影響屋
前建材及勞力價格的情况下，在同一塊地皮上
房屋本身作為抵押品，如果貸款者為了省錢不
應繳房地產稅的通知（有些地區是每年調整，有 主的信用記錄，降低屋主的信用分數，而且當屋
修造同類房屋的造價，同時根據房屋的新舊程
買房屋保險，一旦房屋失火或遭其他災害，銀行
些是幾年調整一次）
，在大城市地段好的地區， 主出售房屋時，會影響到交易，因為買家根本不
度折舊。
可能就拿不回放出的放貸
；或者貸款人不按時
由于土地值錢，因此往往在應繳房地產稅中，地
希望買下欠房地產稅的房子。其次，如果屋 3. 房屋出租價格，假定房屋供出租，可以收到多
交納房地產稅
，
一旦被政府追債
，政府可以將房
主堅持不繳房地產稅或拖欠稅款，政府可 少租金。
屋強制拍賣，而在這種情况下，銀行只是第二順
以根據法律規定，采取強制措施將房子拍
綜合以上三個因素，再考慮本地區經濟發
賣，這種做法被稱為“房地產稅賣屋”
（tax 展情况，估價員就會對每一棟房產的價值作出 位的債權人，政府則是第一順位的債權人。為了
避免上述兩種情况的發生，銀行一般會要求設
sale home）
。
評估。地方政府根據估價員的評估，提前半年將
立代管賬戶，替房貸者交納房產稅及房屋保險
表一
具體來說，大致有兩個方法：
新的評估報告寄給屋主，如果屋主覺得評估合
1. 拍賣房地產稅欠稅（tax lien sale）
，由出 理，就等著政府寄來新的稅表；如果覺得不合理 費用。當然，如果客戶希望自己直接交納房地產
價最高的買家買下屋主的欠稅，這樣，買家 ，可以提出要求重新評估，政府會根據屋主的要 稅及房屋保險，銀行也會同意，但往往會提高房
貸利率 0.25 個百分點。(取材美房吧)
就成為屋主的債主，由買家負責向屋主追 求，重新審核評估報告並將結果
繳欠款以及利息、法律費用等。如果屋主不 告知屋主。屋主如果還不滿意，
能滿足新債主的追款要求，新債主則可以 可以要求上訴，由法庭裁定。
根據法律，將屋主的房屋公開拍賣。這種拍
賣方式在全美 29 個州以及首都華盛頓特 二、
“公寓式樓房的地產稅
區、維爾京群島和波多黎各是合法的。
和獨棟住宅有沒有區別呢?
2. 直接拍賣房地產（tax deed sale）
，由出
價最高的買家買入房地產以及所欠房地產 ”
公寓式樓房分為兩種，一種
稅。
是合作公寓
（coop ）
，一種是公寓
通常來說，無論采取哪一種方式，地方
（condo）
，無論是哪種形式的公
政府在采取拍賣方式強制收回屋主拖欠的
房地產稅之前，根據不同地方的規定，往往 寓樓房，只要是居民住家而非商
會給屋主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來繳清欠款 業樓，其稅率與獨棟住宅是一樣
，如果過了期限，則會啟動拍賣程序。在絕 的。以 首 都 華 盛 頓 特 區 為 例，
大部分地區，法律規定即使屋主的房地產 2016-2017 年度的房地產稅率共
被政府拍賣了，屋主在規定的期限內（大多 分 4 個等級： 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 2016 年
算，房 地 產 稅 占 政 府 收 入 的
一年）有權將其從新買家手上買回來，但必 等級 1 的稅率 預 算，
63..9%（圖表：費爾法克斯縣政府
費爾法克斯縣政府）
）
須全額付清新買家支付的所有費用以及利 為 0.85%，適 63

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723C
星期一

2018 年 7 月 30 日

簡上

Monday, July 30, 2018

A6

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上)
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
在美國看病似乎是一件讓人望而
生畏的事，許多人覺得很難，預約醫生
要等很久，醫療費也很貴，華人看病語
言也是障礙。真是這樣嗎？
《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的一
篇文章讓我們再次關注美國的醫療問
題。文章稱，在美國看病，候診室等待
的時間取決於病人居住在哪裡。從急
診室到皮膚科再到一般的科室，上千
萬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就診等候
時間最短五個州分別是: 1.新罕布什爾
州，平均等候時間為 13.25 分鐘，2.威斯
康星為 13:29 分鐘，3.緬因州為 13:37 分
鐘，4.華盛頓州為 13:52 分鐘，5.南達 科
他州為 14:16 分鐘。等候時間最長的州
為：1.阿拉巴馬州，平均等候時間為 21:
12 分鐘，2.密西西比為 21:02 分鐘，3.西
弗吉尼亞州為 20:29 分鐘，4.阿肯色州
為 20:05 分鐘，5.內華達州為 20:03 分鐘
。
除各州的情況之外，在各城市之
中，華盛頓州的西雅圖（Seattle）
、威斯
康星州的密爾沃基（Milwaukee）以及明
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是等候時間最短的三個城市。
除候診時間，我們對於美國就醫情況
有多少瞭解呢，聽聽僑報網的解答吧。
1 美國看病貴嗎？普通美國人看不起病
嗎？
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回答是：對
於美國正常收入老百姓來說，大體是
可以負擔的。美國大部分老百姓都有

醫療保險，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計劃的 可以再選別的醫生。
意思是以後每個人都要有醫療保險。 同時，由於病人都是固定的，
如果你買不起，政府可以給你買。但保 醫患雙方和醫生比較熟悉，看
險本身，還是各個保險公司在運行。
起病來效率也比較高。
美國的醫療保險種類很多，便宜的保 4 家庭醫生都能看什麼病？醫
險只能報銷最基本的治療，貴的保險 生下班了，要急診了怎麼辦？
還可以報銷高級現金的康復型治療。
家庭醫生的診所都不大，
2 美國看病一定要通過家庭醫生嗎？
基本就是個分診和簡單治療
答案是不一定，取決於患者的保 的作用。確實，在家庭醫生的
險類型。很多保險都允許你直接去綜 診所裡，很多診療都不能做，
合性醫院看病。但是找個家庭醫生，對 需要轉診。即便是做個體檢，
大部分患者來說好處比較多。
驗血驗尿也很可能要去另一
找家庭醫生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報 個體檢中心。
銷比例高，如找家庭醫生，保險公司付 體檢中心的工作時間通常比
6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簽約醫院，保 診所長，可能是因為需要空腹
險公司付 4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非簽 驗血的緣故，很多早上 6:00 就
約醫院，保險公司付 20%。
開門了。
除費用外，選家庭醫生對治療也有好
大醫院多半都是有急診
處。家庭醫生都是全科醫生，也許有的 科的。同時，美國每個城市基
病他不能治，但可以告訴患者接下來 本上都有名為緊急中心的醫
應該去找哪方面的醫生來看，還可以 療機構，一旦夜間有緊急但又
幫助約下一步的診療，免去了病人自 不是太大的問題，可以去那裡
己做功課的麻煩。
就診，比如半夜卡了魚刺之類
3 在美國看病預約時間長嗎？
。只要買了保險，多數情況下
找家庭醫生看病是需要預約的， 都可以報銷。
特別是口碑好的家庭醫生，每天都排
不過，即便有保險，急診
得很滿。趕上患者多的時候，預約到幾 的費用也比門診高。而且，非
周以後是很常見的事情。不過，如果特 緊急情況，醫生也不會給你接
別著急，跟家庭醫生說明情況之後，醫 診。
生一般也會做加急處理。
5 美國掛號費 200 美金是真的
一般來說，一個區域都有很多醫 嗎？
生可以選，如果一個醫生排隊太長，還
不一定，每個醫生的掛號
費都不同。普通的醫生如
果你付現金，通常是幾十
美元——取決於該醫生的
市場價格。
如果走保險，賬面上的價
格可能會是一兩百美元，
保險公司付一部分，患者
自己付一部分。根據保險
不同，雙方支付比例也不
同。對於便宜的保險來說，
通常第一種方法還更划算
一些。
6 美國醫療條件怎麼樣？
美國家庭醫生和很多私
人專科醫生都是小診所，一般都比
較溫馨舒適，放著輕音樂，擺著鮮花
。打電話預約好了，按照規定時間到
診所，在前臺等一小會兒就能看上
病了。醫生和患者都認識，對患者的
情況都很瞭解，溝通過程也會很順
暢。前臺護士只要不忙，還會跟患者

聊聊天。
越貴的診所會客室條件越好，絕
對是一分價錢一分貨。
公立大醫院也都乾乾淨淨，由於家庭
醫生和保險公司共同起到的分診作用
，大醫院裡的患者也不多。
7 美國醫生水平高嗎？
總體來說，美國的醫生職業素養

確實普遍比較高。首先美國醫生的說
話方式都很講究，患者基本不會從他
們嘴裡聽到令病人不舒服的語言（當
然個別極品肯定是有的，但總體來說
都不錯）
。從學歷來看，美國的醫生必
須是博士畢業，從業標準非常高。能授
予醫學博士頭銜的大學，個個都是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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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

8 美國的大醫院多嗎？
這個答案可以為是，特別是從接
診量來比更是這樣。但需要解釋一下
的是，美國是個人主義傾向型社會，大
家都喜歡有獨立空間，只要有條件就
都住的比較遠。這種鋪開了的生活方
式就導致他們人口密度高不起來。
9 美國有醫鬧嗎？
在美國不僅是沒有醫鬧，大部分
“鬧”們都沒什麼市場。因為病人或家
屬一旦開始鬧，對方就會報警。美國出
警很快，警察權力很大，必要時甚至真
的可以開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
都學會了有理不在聲高和以德服人。
而從利害關係看，對於美國醫生
來說，病人都是客戶，都是收入的直接
來源，所以醫生自然也不會去得罪客
戶。
10 英文不好怎麼與醫生溝通？
在華人多的城市，想找到一位中
文好醫生還是可以實現的。否則看病
時最好事先準備一下，或帶上一位英
文好的朋友做翻譯。另外，在一些大醫
院，為患者提供免費翻譯是他們的義
務，你可以儘管提出要求。
11 美國的藥費高嗎？
很高，小小一瓶抗癌藥能賣好幾
萬美元，其他檢查費用等等都非常貴。
唯一的好處就是美國醫藥分離，所以
醫生不靠賣藥掙錢，不會給你開很多
你用不著的藥。

12 美國醫療 寫信給該院院長提出譴責，聯邦政府 15 家庭醫生的管理機制是怎麼的？
濟的原則自由搭配，優勝劣汰，保證了
哪兒最好？ 保險終止了和該院的合同，使該醫院
美國有著長達 11 年的周密的家 美國基本醫療價格供應相對低廉，以
美國醫療 幾乎停業；急診值班員也被起訴，差點 庭醫生培養制度、嚴格的准入制度和 7 及相對可靠的質量保證。
最 好 的 部 分 兒鋃鐺入獄。由此也可映射出美國用 年一個週期的全部家庭醫生不分年齡
同時個人消費者掛靠穩定服務的
就 是 醫 生 的 制度 和法律制約了見死不救的行為， 、不論背景，重新考試，合格者繼續從 家庭醫生，要確保了病人健康跟蹤的
待遇。在美國 而不是僅靠行醫者的道德。
業、不合格者吊銷執業資格的“嚴酷” 可持續性，美國家庭醫生數量占醫生
，醫生的社會 14 美國窮人看病不花錢嗎？
淘汰制度。美國的醫療和保險體系，是 的 80%以上。
地位很高，合
美國窮人吃醫療“免費午餐”的最 圍繞著社區組織體系，主要治療發生 因為有家庭醫生這個關鍵的環節，因
法 收 入 也 足 主要方式是申請由政府提供的醫療保 費用由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險供應 此美國真正高昂的治療費發生和轉診
夠 豐 厚 和 穩 險，主要包括“醫療照顧計劃”
（Medi- 商支撐。家庭醫生是整個美國社會以 時，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依靠家庭醫生
定。即便是最 care）和“醫療救濟計劃”
（Medicaid）兩 防為主，圍繞著家庭保健組織的醫療 的專業顧問水平，避免成為大醫療中
普 通 的 家 庭 種，前者由聯邦政府出資，後者主要由 和保險體系的核心。家庭醫生與有消 心博羿的“弱勢人群”
。
醫生，收入也 州政府出資。
費能力的個人醫療消費，通過市場經
遠遠超過一
美國政府早在 1965 年就開始向
般中產白領。 本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免費提供這兩
在 美 國， 種醫療保險。只有三種人有資格申請
說 一 句 醫 生 “醫療照顧計劃”
，他們包括 65 歲以上
是 金 飯 碗 也 的老年人、終身殘 障者及其家屬和晚
不為過。不過 期腎病患者。
“醫療救濟計劃”主要針
，在這金飯碗 對 5 類人：孕婦、兒童、18 歲以下的青
的背後，是極 少年、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殘疾人，申
為嚴格的考核和個人信譽制度。在美 請者的年收入必須低於聯 邦政府公
國，一個醫生的培養需要十年，千辛萬 佈的貧困線標準。
苦取得行醫執照以後，還要接受非常
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這兩種保險
嚴格的財務和行為監管。一旦犯錯，辛 中的任何一種，申請者的絕大部分醫
辛苦苦取得的行醫執照就會被吊銷。 療費用將全部由聯邦政府和地方州政
13 美國醫生會見死不救嗎？
府掏腰包。據統計，目前享受上述兩種
在美國，任何醫院膽敢將病人拒 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約有近億。
之門外，自己就得關門；任何醫生膽敢 如 果未能得到上述兩種免費保險，美
將病人棄置不顧，自己就得捲舖蓋。
國窮人還可以考慮申請其他一些地方
美國聯邦政府將告示貼在醫院大 性的免費保險計劃。美國每個州都向
門口及地方衛生院門口，明文規定醫 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費保
院不得因種族、性別、膚色、宗教、貧富 險計劃。以首都華盛 頓為例，
“哥倫比
等等原因，而把病人拒之門外，必須給 亞特區醫療聯盟”是一個著名的免費
予及時治療。
醫療保險計劃，該計劃由華盛頓市政
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話，卻 府、華盛頓市各大醫院和一些商業性
不無道理：只要患者是美國公民，政府 的保險公司聯合出資成立。
不怕你吵，不怕你鬧，就怕你窮。
加入該計劃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來 看 一 個“ 見 死 不 救 ”的 案 例： 哥倫比亞特區的合法居民；沒有任何
1998 年 5 月在芝加哥，一個 15 歲男孩 醫療保險；家庭年收入低於聯邦政府
打籃球時，肚子上中了幫派互鬥的流 確定的家庭貧困線以下 200％。如果具
彈，被朋友護送到離醫院十來米處，因 備這三個條件，任何人，哪怕是外國公
失血過多而休克。朋友跑到醫院急診 民，都可以向“哥倫比亞特區醫療聯盟
室求救，值班者卻回答：醫院規定他們 ”提出書面申請。
不能擅離急診室出外救人。最後當兩
一旦申請得到批准，病人可以在
名警察把男孩抬到急診室時，他已經 該聯盟指定的醫院和診所免費看病，
死了——從中彈到死亡，共一 個半小 到指定的藥店免費拿藥，住院費用全
免，連住院期間的伙食費都能報銷。孕
時。
乍看這也是見死不救，但這些不 婦可以在指定醫院做免費的孕前孕後
肯出手施救的急診人員顧慮的是“違 體檢，生孩子的費用也全部由聯盟負
規”
，並不是“無錢”
。這樁芝加哥事件 責。該聯盟的會員還可以每半年免費
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的 克林頓親自 洗一次牙，免費做一次牙齒矯正手術。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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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生活的小竅門
所謂入鄉隨俗，剛到美國不久的華人，常常會
因為生長的文化背景不同，和對美國社會生活
丶風俗習慣的瞭解不夠，而＂出洋相＂鬧笑話。
下面就為大家介紹一些在美國生活應該掌握的
小竅門，或應該瞭解的美國人的社會風俗習慣
。
1 丶許多中國人剛到美國時完全沒有付小費
的概念，常常因此搞得大家很尷尬。其實，在美
國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費，例如餐廳丶理髮等通
常占 10%-15%的消費；旅館丶計程車等通常只
需要 1 至 3 美元。此外，您還應該瞭解，美國的餐
廳一般一桌只有一個服務生，一開始是誰幫你
點菜的，待會有什麼事情就找他，因為你的小費
只付給他，所以其他服務生沒有義務幫你。
2 丶 Rebate 和 cash back 都是在美國經常用到
的促銷方式。所謂 rebate 就是把東西買回家之後
，填一份申請書，付上產品的電腦條碼（UPC）
，
連同收據寄給製造商，他們回寄你支票；而 cash
back 就是在結帳的時候直接退還現金給你。附
記：良好的節儉習慣是留學生活的根本。
3 丶很多場合會要求出示身份證件，特別是附
有照片的證件，如銀行開戶，餐廳酒吧點酒，使
用支票購物，到郵局領包裹等。可用來證明身份
的證件有駕照（可持護照丶出生證明丶居住地
證明向各地汽車監理站申請）丶學生證丶信用
卡等。附記：駕照於筆試後即可得到，但無法開
車，需要另外考路試才可駕駛。
4 丶在美國念書，一定要強制保險，多數學校
明文規定沒有保險，就不能註冊。學生保險的費

用大約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個家庭大約在二
千至三千美元之間。選擇保險要注意可能發生
的疾病，是否在 Cover 的範圍，還有 Cover 的比
例是多少。美國保險是部分給付，而且要超過一
定金額，稱之(deductible)。一般保險 Cover 的範
圍是＂醫療上必須＂的。附記：如果學校沒有一
定要申請，另外治牙費用不在保險範圍內；大病
通常都需要自己購買保險。
5 丶美國社會現在幾乎是持卡時代，隨身不帶
太多現金，以免招來危險。有時在餐館使用百元
大鈔，還會引來不便，不如隨身攜帶提款卡及信
用卡，使用方便。雖是如此，但隨身不妨多帶些
quarter，一來可打電話，二來可付小費，或其他
投幣之用。附記：如提取大量現金（超過 2000 美
元）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6 丶各種帳單應準時支付，帳單上多會載明付
費截止日期，最好能夠提早一周左右支付。萬一
誤時，不僅可能會遭罰款，同時也會使自己信用
掃地。附記：在美國信用大於一切，信用不好今
後買房丶買車困難，甚至連工作都難以找到。
7 丶美國人喜歡養寵物，特別是狗和貓，但是
在未經主人同意時，最好別隨意逗主人家的狗。
美國人帶狗去住宅區散步時，會帶著為狗清除
糞便的工具與袋子。有責任心的美國人會將家
中養的狗貓帶去獸醫那兒做節育手術的。在美
國虐狗等同於虐人，不喜歡狗的朋友需要避讓。
8 丶有人打噴嚏時，美國人就會異口同聲地對
他說"Bless you"，打噴嚏的人也都會說"Thank
you"致謝；在公共場所避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

了嗝，就得趕快說聲\"Excuse me\"。切記，瞭解
並遵從簡單的生活習慣，有助於讓你很好地融
入美國社會。
9 丶在美國公共場合例如公交車丶地鐵不要
大聲喧嘩，注意排隊上車。
10 丶萬聖節在北美有習俗，小孩子會挨家挨
戶敲門，你需要準備些糖果，否則你的窗戶可能
不保。附記：這是北美的習慣，警察不會管的，自
己多準備些才是硬道理。
11 丶租房在美國很關鍵，學校裡面比較貴但

是安全係數比較高；外邊自租相對自由也可以
有更多選擇，費用也會相對便宜，但要看清楚房
費是否包含各種水電費。附記：自租儘量避免在
犯罪率高的區域，那裡相對便宜但是安全係數
真的不高。
12 丶 BOXING 日是美國一年一度的打折日，
也是華人採購的最好時機。如你需要購買心儀
的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隊，否則好東西都沒有了
。

想像不到的美國風俗
趣事一：美國最土的是什麼？
明的地方，冬天在餐廳要杯水，上來的
滿大街都是穿著印著州名的 T 恤還有衛衣。想像一下，如果中 都是冰水混合物。
國人都在衣服上印上「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會是怎樣一副
這個讓很多學生一開始就完全沒法
理解了。其實有的說法是因為在冰水的
情景？
除了穿印有州名的衣服，穿印著各個大學名字衣服的也不少。 刺激下，人都會吃得比需要的多一些。
在機場候機的時候，都能看到機場的商店裡在賣這種衣服。去過 趣事四：為「糖」而狂
幾個大學參觀，大學裡面的紀念品商店裡也都是賣這些，此外還
只要你看過美國人做餅乾，不用多，
有印有學校名字的杯子、鑰匙扣等生活用品。儘管只是高中，也 看一次，估計就再也不敢吃那些餅乾了
。基本上一半都是糖。特別是 chocolate
到處都是學校的紀念物品，也是一種美國文化。
chip cookies 和 peanut butter cups。
趣事二：冰箱貼
到了美國你難免會出去逛，去幾個景點，景點裡也都有紀念品
關於糖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在萬聖節。
商店，賣印有標誌建築、當地風光的周邊產品。明信片自是不必 美國孩子萬聖節要到的糖果能吃很久。
真的是很多很多。2014 年，美國人在萬
說，另外一個哪兒都能看到的東西就是冰箱貼，無處不在。
除了最普通的冰箱貼，還有一些冰箱貼做成了開瓶器。有的學 聖節花了 22 億美元買各種糖果。
生去到當地的家裡冰箱上就貼滿了各地搜羅來的冰箱貼，很有 趣事五：結婚禮物
說到中西方的婚禮。大家對「份子錢」這件事情很好奇。
意思。
各 大 購 物 網 站 上 都 提 供 一 個 功 能，叫 做 gift registry 或 者
趣事三：無處不在的冰塊
想像一下如果是在熱帶，冷飲裡都放冰塊是能理解的，除了氣 wedding registry。如果你要結婚，你就可以在上面創建一個單子
候原因，也是因為加冰可以減少糖的攝入。但是美國這個四季分 把你想要的禮物都加進去，發鏈接給你的朋友。更常見的是參加

婚禮的朋友，可以在指定的大型購物網站上面搜你的名字，找到
你的清單，從清單中選一個作為禮物，選了之後，這個選項就會
從清單上消失。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對不對？
清單上比較常見的包括廚具之類的，有貴的也有便宜的，朋友們
就挑著買。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禮物清單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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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
準備什麼呢
？(上)
【 來 源:https://www.guruin.com/articles/10 豆豆媽咪】
旅行計劃
1. 切記- 帶著娃旅行計劃一定要
輕鬆再輕鬆
做旅行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放低期望
值。如果你在沒有孩子的情況下去這
個地方，要 cover 的景點和玩樂項目是
10 的話，那麼帶著娃你就隻能計劃 5，
甚至 3-4。會有很多意外情況讓你不
得不取消某個行程，或者放慢某個行
程的腳步。孩子病了，累了，哪怕僅僅
是情緒不好了，你都不會再有興致走
下去的。
2. 訂酒店的時候要選適合家庭和
孩子的
A. 如果酒店有包早餐就最好，如
果沒有的話，也可以問問酒店是不是
願意給孩子提供免費的早餐。有些酒
店是願意提供的，因為單獨給孩子付
早餐錢，如果早餐是 Buffet 形式的是很
不劃算的，他們可能隻吃一點點。當然
，很多 buffet 餐廳對於一定年齡以下的
孩子是免費開放的。我自己的經驗是，
可以帶一些簡單的零食；或者看酒店
走路距離有沒有類似星巴克這樣的連
鎖店，可以帶孩子去那裏吃簡單的早
餐。
B. 問清楚酒店有沒有免費的 Crib
提供（大部分酒店應該都有）
；如果孩

子已經比較大，或者孩子不喜歡自己
睡 Crib, 我自己的習慣是訂兩張床的
房間或者有折扣的時候訂套間。一般
家裏隻有一個孩子的，出門會一家三
口訂一個 king 大床房，但根據我個人
經驗，這樣很有可能大家睡不好
C. 最好找房間裏有簡單廚房的，
最差也要帶小冰箱。倒不是為了要省
錢，而是有的時候你帶著一個疲憊的
孩子去一個餐廳吃飯，也會是很糟糕
的體驗。與其痛苦地吃完一頓飯，其實
很可能是食不知味，還不如回酒店讓
孩子休息，然後媽媽可以煮一點簡單
的食物，一家人輕鬆地填飽肚子。
3. 長途旅行之前帶孩子去見兒科
醫生
這一點很多家長都會忽略，我是非常
建議在長途旅行，尤其是要去另一個
國家的一兩個月之前帶孩子去見兒醫
的。除了醫生可以給建議帶哪些常備
的藥之外，還有疫苗的時間問題: 剛好
趕上要打某種疫苗，是要提前還是推
遲呢？目的地會不會正好有某種傳染
病在流行，有什麼預防措施可以做呢？
還有一些很多家長可能不會問的，但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孩子的血型細節；
如果孩子有某種疾病，那麼目的地有
沒有這方面的兒科專家可以以防萬一
的。
4. 簽證準備

就算孩子才出生一個月，如果要去另 她坐長途飛機回中國
外一個國家，很有可能也是需要護照 ，走 之 前 我 們 做 了 很
和簽證的。所以一定不要忘記在出行 多 研 究，但 是 情 況 還
之前準備好目的地國家需要的入關文 是比我們想像得要糟
件，而且一定要留出比較富裕的時間 糕。去的路上，她幾乎
提前去申請。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 對 一 切 都 不 適 應，非
要求，有的可以找旅行社代辦，有的可 要爸爸抱著她一直在
能要申請者親自去使館/領館。一定要 飛機的走廊裡面晃悠
研究清楚，提前辦，不要等到臨上飛機 。幸 好 我 們 帶 了 一 個
兒 童 背 帶，緩 解 了 一
才發現證件不足。
下 壓 力，雖 然 還 是 很
5. 相關文件準備
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會被要到的文件， 辛 苦，但 是 比 抱 著 還
尤其是跨國旅行會要的。例如：如果孩 是強太多了！
3. 帶 幾 條 多 功 能
子是你收養的需要收養證明材料；如
果是父母的一方帶孩子出去，除了需 毯子
8. 坐飛機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要孩子的出生證明之外，可能還會需 毯子無論是在旅行途中還是在目的地
A. 孩子要不要單獨買票，一般來
要另一方的書面同意書。
都會很有用，對於在爬行階段的孩子， 說在美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航班，
6. 給孩子做心理建設
可以作為爬行毯，隨時找一個地方鋪 2 歲以下的孩子是可以不單獨買全票
如果孩子還很小，倒是不需要什麼預 下，讓孩子在上面玩；孩子睡覺的時候 的，隻需要一個所謂的 lap seat, 意思是
先告知，反正說了孩子也不懂。但是我 ，無論在哪裏，都可以蓋上一塊毯子以 坐在父母腿上；Lap seat 對於除了童車
認為隻要孩子超過 2 歲，基本可以聽 防著涼；甚至可以帶一塊塑料毯子，在 和安全座椅之外的行李有什麼樣的限
懂家長說話的時候，多多少少都可以 孩子吃東西的時候鋪在地上。
製，一定要提前跟航空公司或者代理
做一些旅行前的鋪墊溝通。例如告訴
4. 跟喝奶相關的物品一定要備足 核對清楚。一般航空公司都會允許孩
他們將要去哪裏，會去做些什麼，會很 如果孩子還是在奶娃娃階段，那麼去 子帶安全座椅和童車上飛機（免費或
好玩啊之類的。對於大一點的學齡的 旅行一定要備足喝奶相關的物品，包 收取一定費用）
，但是不同的航空公司
孩子，還可以請他們參與到準備工作 括多個奶瓶，奶粉，液體奶，溫奶器，奶 規定還是會有些不同，某些廉價航空
中來，例如可以讓他們自己打包自己 瓶消毒器，備用的衝奶粉的溫水等等。 公司可能會有特殊規定。
的物品啊之類的。
5. 孩子的換洗衣服要備足
B. 如果你是某個航空公司的會員
旅行途中
帶小朋友出遊一定要備足孩子的換洗 ，一般的航空公司都有專門為 VIP 會
1. 童車是一定要帶的
衣服，一來可以應對孩子旅途中的各 員準備的休息室，帶著孩子時如果能
在我看來，童車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 種意外情況，二來如果所住的酒店洗 在休息室裡面等待登機就最好了。
了！如果孩子還小不會走路，那自然是 衣服不方便，也會有備無患。
C. 大的行李自然是要托運的了；
不用說的；就算孩子已經長大會走路
6. 帶上孩子最喜歡的小玩具或者 但是一定要特別注意要坐的飛機所屬
了，帶上童車也是很有必要的（當然如 毯子之類的物品
的航空公司對於手提行李的規定，臨
果 10 幾歲了，很多童車也坐不下了吧 對於 5 歲以下的孩子來說，如果要在 行之前要確定可以帶幾件手提行李，
）
。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雖然會走路， 外面過夜，能帶上他們平時喜歡的一 對大小和重量有什麼樣的限製。通常
但是能走多久呢？很有可能發生的情 樣玩具或者是一條小毯子可以大大增 對於能帶上飛機的液體和類似液體的
景是，孩子走了半個小時，告訴你他/ 加他們的安全感，同時也可以降低他 物質會有限製，但是跟孩子相關的飲
她累了，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後麵 們在外麵入睡的難度。
用水，液體牛奶，液態的嬰兒食物，以
的行程可能還要走兩個小時，一想到
7. 帶上 Ipad 或者便攜式 DVD 播 及孩子在飛機上需要用到的護膚品，
要扛著一個 30 斤以上的孩子繼續步 放器
會有一些通融。比如，你如果帶一個密
行，我就哪裡都不想去了。所以，強烈 在一般情況下，我是不建議讓孩子接 封的袋子裡面裝有孩子在飛機上要喝
建議，只要你的孩子還能被塞進童車， 觸太多電子屏幕的，對視力發育和保 的牛奶，可能安檢人員確認之後就放
就一定要帶一輛童車。
持無益。但是如果是在外旅遊，Ipad， 行了。但是我會建議盡量帶奶粉，或者
2. 記得帶一個兒童背帶
DVD 播放器或者是智能電話，可能都 是小包裝的比如 2oz 裝的液體奶，孩子
如果帶著還不太會走路的小小孩出門 會派上大用場。孩子在飛機上吵鬧，在 要用的乳液之類的也盡量用小瓶子分
，那麼兒童背帶簡直就可以被評為神 餐廳裏不配合，都可以使用一下我們 裝來避免在安檢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
器了！我女兒 13 個月的時候，我們帶 平時不常拿出來的電子武器。
問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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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
準備什麼呢
？(下)

D. 提前 check-in，選座位
有 很 多 航 空 公 司 可 以 提 前 online
check-in, 選座位。通常帶孩子的話最
好選飛機上有幾個空間比較大的座位
，現在有不少航空公司把這種類型的
作為定義成 Economy Plus 收取一點額
外的費用；如果孩子有獨立的座位的
話，普通的座位問題也不大，但是最好
選進出方便的，這樣孩子坐不住或者
要上廁所的時候都會比較方便。提前
在網上 Check-in 的好處是，登機當天
在機場不用拖著孩子排長隊。
E. 預訂飛機上的搖籃
如果是帶著小 baby 坐飛機，飛機上時
間比較長的話，我會建議預訂一個搖
籃，這樣孩子在飛機上可以平躺下來，
大人也會比較舒服。但是飛機上的搖
籃一般都很小，如果孩子超過 6 個月，
就會不舒服了。而且在預訂機票的時
候，通常不會讓你訂搖籃，搖籃需要提
前直接跟航空公司預訂。
F. 飛機上注意孩子的耳壓
我們大人坐飛機的時候都會在飛機起
飛和降落的時候感覺到不舒服，小孩
子就更要注意了。好幾次我都聽到嬰
兒在飛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大哭，多
半是因為耳壓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飛

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讓孩子喝水，或
者給安撫奶嘴，如果都不行的話，可以
給孩子按摩一下耳朵後面，也會有幫
助的。
G. 鼻子太乾的問題
機艙裏通常很乾燥，小孩子容易鼻子
乾甚至脫水，所以一定要讓孩子多喝
水，並且準備好棉花棒，隨時可以蘸水
幫孩子濕潤鼻腔。
9. 坐火車或大巴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A．訂票的時候可以多問一下有沒有
家庭折扣或者給小孩子的折扣
B．在車上不要讓孩子亂跑，以免找不
到人
10. 自駕遊要注意的問題
A. 一定要用安全座椅！不管你所在的
地方法律規定有多鬆，我都會強烈建
議一定要用安全座椅，這真的是為了
孩子的安全著想！
B. 多裝一個後視鏡用以觀察後座孩子
的情況，尤其是在隻有一個大人的情
況下。
C. 一定要給孩子帶一些他/她感興趣
的玩具，書或者是音樂。不能讓孩子在
車上覺得無聊，尤其是如果要開 2 個
小時以上的車的時候；如果他們開始

件事，所以在入住任何
無聊了，司機就會很煩惱了！
D. 如果旅程超過 1 個小時，就要 一個旅館之後，都要檢
預備出中間停下來休息的時間， 查一下旅館的房間。門
因為孩子很容易覺得無聊覺得 鎖好不好啊，有陽台的
累；如果是已經脫了尿布的孩子 話看看陽台是不是安
，還要隨時準備他們需要停下來 全（會不會有小孩子不
小心掉下樓的隱患）
，
找地方上廁所。
要帶一些絕緣膠帶把
目的地相關
暴露在外面的插頭或
1. 健康衛生相關的注意事項
A.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一定要記 電線封起來。當然啦，
得每天至少給孩子準備兩身換 一定要提醒孩子，不能
洗衣服，而且要是容易吸汗的材 自己隨便開熱水。
質，例如全棉。去哪裏玩都要注 3. 合理安排徒步或者
意防曬，帶上帽子，塗上兒童防 騎車的路程
曬霜；孩子的眼睛也很敏感，所 千萬要記得孩子是很
以如果要暴露在陽光下，一定要 容易累和覺得無聊的，
所以如果行程中有徒
給孩子準備太陽眼鏡。
B. 盡量不要讓孩子喝直接從水 步或者騎車，一定要考
龍頭出來的水，雖然在美國很多 慮最小的那個孩子能
地方這種水也是符合飲用標準 夠完成的量，或者是做
的，但是去旅行還是小心為好， 好扛著孩子走的準備。時間的預算要
做得比較寬裕，因為孩子不可能根據
盡量喝瓶裝水。
C. 帶上一些兒童常用藥: 退燒藥，感 一個既定的速率去完成一個行程，他
們很容易在途中被某個東西吸引就停
冒藥，過敏藥。
D. 在外面吃飯的時候，盡量選擇流動 下來看一看玩一玩。通常要帶著孩子
率比較高的餐館，尤其是如果目的地 走的話，最好選擇一些景色和活動多
的衛生條件不是很好就更要注意；盡 樣化的路程，比如沿途有湖，有小池子
量不要吃自助餐，就怕萬一自助餐的 ，他們可以停下來玩玩水甚至遊泳一
小會兒之類的。
食物放在那裏被蟲子叮過了。
E. 孩子比大人更容易脫水，出門在外， 4. 給孩子穿衣要採用多層原則
一定要讓孩子多喝水；如果是小嬰兒， 出門在外給孩子穿衣服最
要每天注意 baby 有沒有足夠的尿尿。 好採用多層原則，這樣冷
F. 不要說孩子了，大人在外面旅遊都 了可以穿，熱了可以脫，隨
很容易出現便秘的問題。如果孩子出 時可以根據溫度和孩子的
現這個問題，除了多喝水之外，還可以 情況改變策略。
做的事有：按摩肚子，用一點凡士林按 5. 給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
摩肛門，喝少量的植物油等等。
我們帶孩子一起去旅行，
G.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或者衛生條件 除了無奈非要帶著外，總
相對較差的地區，還要注意防蚊叮蟲 也想給孩子增長點見識，
咬。除了兒童可以使用的防蚊水之外， 留下點旅途中美好的回憶
還可以用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比如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
自帶蚊帳在 Crib 上使用；給孩子穿全 行萬裏路。我們可以做一
棉或紗質的睡袋，在睡袋上稍微用一 些事情，讓孩子們的記憶
些防蟲水。還可以帶一些小蜜蜂紫草 一直延續到他們長大成人
膏類的比較安全的藥膏，萬一孩子被 。
咬了，可以塗抹。
A. 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一
2. 檢查旅館的房間
張明信片，在背麵讓孩子
孩子的安全永遠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 自己寫或者幫孩子寫一句

話，記錄日期和孩子的年齡。
B. 也可以給孩子收集每個地方都有的
紀念品，比如有一陣子我自己就收集
各地的星巴克杯。
C. 如果孩子已經開始自己記日記了，
那麼要鼓勵孩子在旅行途中也每天堅
持記錄。
D. 給孩子買當地的玩具，除了當作紀
念品外，孩子通常也會比較喜歡玩當
地孩子在玩的玩具，這樣有時候還能
幫他們交到當地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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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金砖未来掌握在五国人民自己手中
本报约翰内斯堡 7 月 26 日电
（记者汪晓东、杜尚泽、李志伟）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26 日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主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
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五国领导人
围绕“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
荣”主题，就金砖国家合作及共同关
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达成广泛共识。
习 近 平 发 表 了 题 为 《让 美 好
愿景变为现实》 的重要讲话，揭
示新工业革命突出特点，就金砖
合作未来发展提出倡议，强调金
砖国家要携手努力，共同推动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指出，18 世纪以来三次
工业革命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
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
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
史发展轨迹。如今，我们正在经历
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业态、新
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
密相连，深度交融。同时，世界经济
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地缘政治冲
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直接影响
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
展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要把握
历史大势，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
固“三轮驱动”合作架构，让第二个
“金色十年”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第一，释放经济合作巨大潜
力。我们要加强贸易投资、财
金、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把合
作蛋糕做大做实。坚定维护基于
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
反对保护主义。坚持创新引领，
通过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实现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提
升金砖国家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第二，坚定维护国际和平安
全。我们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
帜，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以对话解争端，
以协商化分歧，共同构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
第三，深入拓展人文交流合
作。我们要继续以民心相通为宗
旨，广泛开展各领域人文大交
流，不断增进五国人民相互了解
和传统友谊，筑牢金砖合作民意
基础。
第 四 ，构 建 紧 密 伙 伴 关 系 网
络。我们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等框架内拓展“金砖+”合作，扩大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和发展空间，推动构建广泛伙
伴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金砖的未来掌握
在五国人民自己手中。让我们同国
际社会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拉马福萨表示，当今世界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对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
来消极影响。

习近平要论
如今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 、更深
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业
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
连，深度交融。同时，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
性问题和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
外部环境。
金砖国家要把握历史大势，深化战略伙伴关
系，巩固“三轮驱动”合作架构，让第二个“金色
十年”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7 月 26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习近平
发表题为 《让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的重
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7 月 26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主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
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这是五国领导
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你好我好 还要更好
■ 贾秀东
7 月 26 日，习近平主席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
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发表讲
话，提出金砖国家要把握历
史大势，深化战略伙伴关
系，巩固“三轮驱动”合作
架构，让第二个“金色十
年”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
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倡
导的合作共赢理念。中国笃
信，在当今世界，“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
中，金砖国家应顺势而为、急
起直追。正如习近平所说，一
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
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
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
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
迹。但由于历史原因，金砖国
家工业化根基浅，在相当长

时期里，处于被动和边缘化
地位。如今，世界正经历一场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金砖国家
没有任何理由自甘落后，应
跟上潮流、加大创新投入，着
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为此，习近
平提出，中方将实施 10 期人
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邀请
五国专家共同规划新工业革
命合作蓝图，提升金砖国家
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竞争力。
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
加速演变过程中，金砖国家
应抵制各自为政、以邻为壑
的做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
挡，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
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
基础更为坚实稳固。与此同

时，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尚未完成，南北失衡等深层
次、结构性问题还未消除，
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
烈，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外部环
境。鉴此，习近平提出，金砖
国家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
帜，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对
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要
发出金砖声音，提出金砖方
案，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这样做，有利于扩大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和发展空间。
在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进程中，金砖国家应
深入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持

续扩大金砖“朋友圈”。金砖
五国来自世界四大洲，国情
各异，为什么能走到一起来？
共同利益是关键纽带，而民心
相通则是更加稳固的桥梁。同
声相应，同气相求，应深耕厚
植金砖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
础，深化发展多元文明的伙伴
关系。习近平指出，金砖五国
孕育出各自灿烂文明，彼此交
相辉映，人文交流合作大有可
为。要继续以民心相通为宗
旨，广泛开展各领域人文大交
流，筑牢金砖合作民意基础。
与此同时，应根据金砖国家厦
门会晤确立的“金砖+”合作理
念，持续扩大金砖“朋友圈”，
构建紧密伙伴关系网络。
在强权政治、零和游
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依
然肆虐的当下，金砖国家能
够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的精神，做到互尊互助，持
之以恒推进经贸财金、政治
安全、人文交流三大领域合
作，并倡导国际公平正义，
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和衷共济，这给世界
带来一股清风。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
也 ；众 智 之 所 为 ，则 无 不 成
也 。”中 国 追 求 的 是 共 同 发
展、讲究的是合作共赢，既要
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
过得好，而唯有携手合作才
能让大家都过得更好。这是
金砖国家合作之道，也是朴
素的真理。
（作 者 为 中 国 国 际 问 题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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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77 月董事會議 區長李蔚華促進社區繁榮
國際區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26 日中午召開董事會議，會上討論例行會務議程，這次
通過許多提案，並針對公共行政、區域治安及各項預算作討論。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會議，董事會成員包括國際區治安主
任 Brian、Greatland 地產負責人 Stephen Le、千賓汽車負責人王

超文等人都出席會議。
會議當天，討論議題流程包括目前董事會財務狀況說明、更
新回報區內商業經貿、治安維護等章程，李蔚華聽取大家的報告
，協助會上通過轄區內都市建設和教育案預算，促進社區建設。
S.E.A.L. 保全公司也到場參與會議，並提供 6 月治安報告；國際

區治安報告則顯示 6 月有兩起謀殺案，犯罪率提升，未來將更要
加強治安維護。董事會下次會議將在 8 月 23 日(周四)舉行於國際
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此會議開放公眾參加，歡迎民眾參與討論
，意見交流。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徵求義工 8 月 10
10日截止
日截止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秋季班徵求義工志願者。凡十五歲至二十歲的
青少年，經過面試甄選後，自 8 月 18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擔任每週六中文課程義工，歡迎有興
趣此項服務的青少年，請在 2018 年 8 月 10 日以前 ，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報名面試。報

名 地 址 ： 中 華 文 化 服 務 中 心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洽 詢 電 話 ： (713)
271-6100 分機 163，E-Mail : chineseschool@ccchouston.org。

神秘國度柬埔寨的絕代風華
【本報訊】 這曾是極盡繁榮的王城，精工雕琢，浮雕精細
，也是藝術和宗教文化的無上殿堂，印度教和佛教相互交融，將
美演繹至極致。柬埔寨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亦有高
棉的舊稱。歷經千年的歷史，令其更加神秘。
雖然歲月已經褪去了 『吳哥寺』 原有的輝煌，但是它精密的
建築群還是讓人讚歎不絕。五座聖塔猶如山峰聳立在石階上。雖
然遠看吳哥窟就是巨大的石塊，但是仔細看，裡面有無數精緻的
雕畫，活靈活現的雕像如同真人大小。浮雕亦雕刻出了天堂和地
獄兩極的場景。
跨過由 54 尊神像坐鎮的護城河便可抵達 『吳哥城』 ，吳哥
城內的 『巴戎寺』 存有 54 座高達 3 米的四面佛，面帶笑容。而
‘微笑高棉’也因此而來。唯一一處描繪平民百姓生活場景的巴
戎寺外墻，長達 1200 米。有戰役場景，出征，孕婦臨盆等。走
進寺廟中便可看到傳聞中的四面佛，在陽光的照耀下，笑容 仿
佛格外地燦爛。有小吳哥窟之稱的 『塔普倫寺』 已有幾百年的歷
史，歷經了歲月的洗禮，雖然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一的建築，但身
臨其境仍能感受到當年的輝煌。寺內的一顆大樹宛如強健的守護
神，和寺廟相互相依。相傳 『巴肯山』 是最美日落之一的地方，
山頂可以俯瞰吳哥窟，即便有人數限制，可是還是有絡繹不絕的

人前往，就為了看到如此美麗的瞬間。 被評為高棉藝術
開端的 『羅洛士遺址』 被分為‘巴孔寺’‘羅雷寺’和
‘普利哥寺’三處。巴孔寺是其最重要的寺廟，一座用來
供奉濕婆神的地方。
『洞里薩湖』 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更是柬埔寨人民
的生命之湖，可見其重要性。無論是旱季還是雨季，洞里
薩湖都能呈現出它的作用，補給或減少水源到湄公河。
『柬埔寨獨立紀念碑』 是為了慶祝長期征戰取得勝利而建
，經歷了法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柬埔寨人民最終奪回國
家的自由，是自由的象征，更是紀念戰爭中犧牲的士兵。
『金邊皇宮』 位於湄公河案，外表金碧輝煌，就連外面的
走道都金光燦燦，皇宮採用了傳統高棉建築風格，充滿東
南亞風味，華麗而不俗。在黃昏時分，亮起燈光的皇宮，
更是一片輝煌。到 『柬埔寨國家博物館』 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和
文化，紅色的高棉建築，收藏著無數的珍品，不同歷
史時期的文物和器皿。還有金邊的發祥地 『塔仔山』 ，站在
那裡可以看到整個金邊市。
如果想去柬埔寨遊覽，王朝旅遊董事長會親自帶隊，帶領大
家去南越北越（河內、下龍灣、會安、美拖、峴港、胡志明市）

和柬埔寨（吳哥和金邊），歷時 14 天的旅程，時間為 1/10-1/23
號。8 月 15 號預訂價格為$3560，含國際機票、國內 3 段機票、
餐飲、所有景點門票和小費。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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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歡榮獲同源會主辦第48
嚴歡榮獲同源會主辦第
48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本報記者黃麗珊） 曉士頓同源會於 7 月 21 日下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在 2222 West
Loop S.Houston,TX.的 Royal Sonesta Hotel 隆重舉行 「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
之夜」 ，許嘉穎（Jenny Xu)、餘麗明(Sara Tin-U)、徐美麗(Emily Vincent)、謝艾利(Heidi
Shay)、 張 馨 怡 (Carolyn Zhang)、 嚴 歡 (Karen Yen)、 文 芊 霽 (Fornia Van)、 陳 美 恩 (Alexis
Chan)、益玉格(Eleanor Yu McReynolds)等 9 位佳麗展示晚禮服、游裝、旗袍，才藝及反應
機智後，評審們選出 6 號嚴歡（Karen Yen)為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美洲同源總會敖錦賜會長首先在大會致詞，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歡迎詞，休士頓
華埠小姐選委會主席伍朱月仙（Linda Wu)與共同主席朱李翠萍（Betty Gee)致詞感謝來賓及
贊助單位。 9 位參選佳麗經過晚禮服、游裝、旗袍展示、才藝表演及機智問答後，6 號嚴歡
榮獲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4 號謝艾利榮獲 2019 年中國新年小姐，5 號張馨怡榮獲第二公
主，2 號佳麗餘麗明表演武術才藝榮獲今年最佳才藝獎。
大會當晚宣布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的時候，6 號佳麗嚴歡父母嚴傑與何怡中熱烈歡呼
聲，陪同出席的僑界領袖代表駱健明夫婦、大專校聯會鄭昭理事長、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
長、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劉秀美前會長等及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紛紛
上前祝賀。張文華法官與夫婿張少歐上台獻花，表示祝賀。嚴歡榮獲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
姐頭銜後，明年將到舊金山參加全美華埠小姐選拔，繼續爭取更佳的榮譽。
第 48 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贊助者有：鑽石贊助（DIAMOND SPONSOR)
張少歐心臟科醫師與張文華法官（Dr. Peter Chang and the Honorable Theresa Chang); 翡翠
贊助（JADE SPONSORS) Wendy Y . Chan,PC,李衛民牙醫（Dr. Allen Lee), Prima Investment Company, Dr. Jeremy Szeto, Viet Hoa International Foods. 白 金 贊 助 （PLATINUM
SPONSORS) 亞 洲 化 學 （Asia Chemical Corporation), CKW Luxe Magazine- Connie
Kwan-Wong , Dr. Kim & Betty Gee, Jack & Irene Joe, L'Auberge Casino Resort, Stephen
Le Family, Tammy & Wayne Nguyen, Pioneer Bank- Rose Chen, Sifen Jewelry- Stepha- 6 號嚴歡榮獲第 48 屆同源會主辦休士頓華埠小姐
屆同源會主辦休士頓華埠小姐，
，4 號謝艾利中國新年小姐
號謝艾利中國新年小姐，
，5 號張馨怡
nie Chang,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OCACROC, Titan Management - William &
第二公主，
，2 號余麗明才藝小姐
號余麗明才藝小姐。（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Mandy Kao, Clinton F. Wong- Skymark Development Co, Inc. Ted & Linda Wu. 黃金贊助 第二公主
（GOLD SPONSORS) 恆 豐 銀 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How-Ying & Rina Liou,
SPONSORS) 陳啟華眼科醫師（Dr. Edward Chan),Dr. Karl King,陳章靜蓮醫師（Dr. Lillian Chan),
Anonymous, Alice Mao, MD & Matthew Brams,MD, BB & T- Mike Chou, James & Colleen Dr. Richard Lock,Gloria Chiu, The Real Estate Experts, Pan Jackson- Jackson Chang, Family of
Chang,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Dr. Francine C heng & Hoan Nguyen, Dr. Michael & John H. Eng- Ginger, Tom, & James Eng, Quan Law Group, PLLC, Glen Gondo , Soape, LeavTammy Su, Dr. Jarvis & Gina Cheung, Dr. Eddy Yang- Sugar Land OMS, 丁 方 印 與 劉 秀 美 ens, & Associates,PC, IPDS/LDM- Philip & Chen-ju Sun, Frank & Charlotte Tieh, 闞 若 玫 牙 醫
（Francis & Shelley Ding), Dr. David & Janie Yao, 伍 國 活 牙 醫 夫 婦 （Dr. Kuo & Joyce Eng）, （Dr. Jennifer Kan）。
Dorothy Yee- RE/MAX, 台 塑 （Formosa Plastics Group), Fine Properties; 白 銀 贊 助 （SILVER

第 48 屆同源會主辦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在
舉行，
，6 號佳麗嚴歡大提琴展現才
嚴歡（Karen Yen)榮獲第 48 屆同源會主辦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 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
藝。（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獎學金后冠。（記者黃麗珊攝）

畢業於 Rice 大學 6 號佳麗嚴歡著晚禮服出場
號佳麗嚴歡著晚禮服出場。
。(記
者黃麗珊攝）
者黃麗珊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