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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什麽樣的美國房產

升值最快

不斷變化。美國房地產的增值實際上
是土地的增值速度大于房子折舊的速
度而產生的增值。在美國，房子折舊的
速度大致相同，决定房產增值速度的
主要是土地的增值速度。要想買到增
值最快的房產，就要買到增值最快的
土地。
因此不難看出美國買房投資選擇房子什麼
最重要?地點最重要!!一旦確定了地點，房產的
增值速度也就大致確定了。交通發達與否，購物
方便與否，學校成績好壞，附近地區是否安全，
到美國買房投資選好房產很關鍵，這要看 都是决定房屋位置是否能夠快速增殖的重要因
房子的位 置，交通，環境等。
素。如果以上各個方面是肯定的加分因素
因素，社區
在投資裏面房產一直是個最熱門的渠道， 建設良好，安 靜有序，房屋需求旺盛，那
那麼到美國買房如何投資增值最快的房產呢?
麼就表示小區內房產增值較快。
投資什麼樣的美國房產升值最快是絕大多
接下來就得看同一個地點選擇哪一
數的投資者作出决定之前所考慮的首要問題。 種房型增值快!一般而言，獨立屋占地較
這就需要剝繭抽絲，找出美國房地產增值的根 大，土地增值也就較快;半獨立屋占地小
本原因，以幫助投資什麼樣的美國房產升值最 于獨立屋，所以增值要略低于獨立屋;無
快者做出正確的决定。尤其是對新移民來說，需 管理費鎮屋的占地要小于半獨立屋，其
要改變在國內對房產的認識。
增值速度也低于半獨立屋;共管式鎮屋
和中國不太一樣，美國房地產顧名思義是 (CondoTown House) 占 地 更 小，增 值 速
房產加上地產。美國是私有化經濟。屋主不僅擁 度愈低;而公寓(Condo Apartment)是共
有房屋而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房子作為建築 享土地，增值速度最小。
物隨使用年限的增長，壽命在不斷的降低，它的
美國買房投資是選擇新房還是舊房
價值隨時在折舊; 而土地的價值是隨城市發展

呢?新房壽命長，折舊少，所以價值高;但是新區
的社區不夠完善，許多公共設施如學校，商場，
公共交通還未完全建立，導致土地價值不高，但
增值潛力大。對于舊房，房子本身的價值沒有新
房高，但是對于好的社區，其土地價值高，所以
房價也會較高。這樣的社區一般增值也很快。
(取材美房吧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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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任選(日本 韓國 泰國 江南)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非洲肯尼亞10天激情之旅$999起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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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你必須得看，細數
房地產新興趨勢報告

產大佬紛紛加入到金融科技領域。對此，業內
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會
人士分析：房地產企業擁有龐大的客戶資源和 改變房地產游戲規則目前
線下網點，這些為他們進入金融科技領域積攢 尚且無從可知，但從一些事
了不少優勢。
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雖
然一些科技初創企業已經
將人工智能整合到市場分
增長放緩帶來嚴苛挑戰
增長放緩意味著更具有挑戰性的環境。分 析中，但對于機器學習和其
析師預計，經濟增長放緩將在多個領域顯現。 他新興技術而言，最直接相
人口增速，勞動力短缺，整體經濟數據的改善 關的應用可能是構建管理、
都十分微不足道。再加上政府對經濟放緩的預 組 織 和 設 計 。 WeWork、
測 ——2008 至 2019 年 的 平 均 GDP 增 長 率 為 Edge 等智能建築公司已經
1.9%，遠低于當前經濟復蘇初期的水平，而房地 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分析共
在周期性發布的房地產新興趨勢報告中， 產活動可能也會逐漸減少。這種減速意味著替 享辦公空間的用戶行為方
面的巨大潛力，幫助改進產
城市土地研究所（ULI:UrbanLandInstitute）研究 換舊建築或許將變得更加困難。
品，重新設計空間布局，並
發現：2019 年度房地產市場唯一可以確定的就
創建一個良性循環。城市土
是一切的不確定性。
“18 小時城市”住房需求將大增
在周期性發布的房地產新興趨勢報告中，
現如今城市中的郊區，未來將可能是市場 地研究所的報告研究人員認為，對于房地產行 的佐證。
城市土地研究所（ULI:UrbanLandInstitute）研究 中的關鍵。長期以來，投資者一直認為美國較小 業來說，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好處將體現在：提
發現：
綠色地產和可持續發展日趨重要
城市的城市復興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隨著這 升建築效率和安全性，為使用安全提供保障。
‧2019 年度房地產市場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一 些鬧市區的繁榮和千禧一代的繼續回歸，年輕
在公眾看到近期關于氣候變化的報道之後
切的不確定性。
，
建築和建築行業的可持續性又重新受到了關
“次日達”
背後的賬單
人開始進軍郊區。研究人員發現，越來越多的證
該報告由城市土地研究所和普華永道的聯 據表明，推遲買房的年輕一代將目光投向了獨
工業領域以前幾乎就像一個被遺忘的資產 注。可以預策的方向如何，該行業都在推進其可
合發布，綜合聽取並采納了 750 多位房地產專業 棟住宅，這意味著，圍繞這些所謂的“18 小時城 類別，然而電商們的“次日達”貌似來得恰到好 持續性發展。
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報告認為，目前的情况有點 市”的住房——尤其是那些適合步行、以交通為 處，隨之而來的物流倉儲給房地產行業帶來的
兒複雜。有太多的疑問拋給我們……
導向的發展項目，都將有大量需求。美國人口普 全新挑戰。亞馬遜(Amazon)和其他電子商務公 買房壓力危機
‧技術的進步會提供更多機會，提高競爭力和 查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人口出現了小範圍轉移。 司對倉庫空間無止境的渴望，已經讓工業地產
數據再清楚不過了：從大城市到小城鎮，美
效率？
2016 年和 2017 年，每年都有超過 260 萬人從城 領域的需求大增，但也加劇了美國主要城市的 國面臨著廣泛的住房危機。一半的租房者支付
‧或是有助于鞏固行業並推動小型企業的發展 區搬到郊區，在城市土地研究所的《20 大新興市 交通擁堵。每年用于道路和高速公路的支出還 30%以上的收入用于購買住房。更高的房價、更
？
場報告》中提到，過去 5 年 55%的新居民搬到了 不到應對交通惡化所需支出的 37%，也許在未 嚴格的房貸管理，這讓美國公民購房的壓力大
‧人口統計和購物模式的變化如何挑戰當前的 郊區。
來 5 年裏，企業將承擔約 2400 億美元的交通擁 大增加。住房和城市發展部認為，1200 萬美國人
投資？
堵成本。很明顯，房地產不僅要為此付出代價， 花費超過一半的收入用于居住。自 2015 年起，在
‧美國能否解决住房負擔能力問題？
還要關注潛在的解决方案，如擁堵定價等因素 獨棟房屋價格上漲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共同作
住房市場的硬件比拼
雖然還有很多問題和難題待解，但報告預
用下，居住成本日益升高。學者們估計，到 2030
在住房市場，公寓業主和建築商一直在為 將如何影響土地價值和投資機會。
計“明年的經濟將整體放緩，新興趨勢和市場可
年，美國需要新增 460 萬套租賃住房。但由于各
新設施進行硬件比拼。華麗的健身房和屋頂通
能會提供新的機會”的消息還是令人有些欣慰
種原因，新建築可能仍然傾向于高端市場。
道再也不能滿足業主的需求。今天最先進的多 新興服務業興起
的。以下是我們提取了關鍵詞，準備在明年買賣
零售業走到了窮途末路？這也許是一種誇 (取材網路)
戶住宅開發項目包括電影院、狗狗跑道、公共花
房屋的親，不妨看過來。
園和公用辦公空間。當房東們在尋找新的賣點 大的說法。雖然電子商務來勢
來吸引鬧市區的租戶時，智能家居和服務公司 洶洶，但也客觀促進了傳統零
隨波逐流或是與時俱進
也在奮起直追，提供洗衣服務等各項配套服務。 售業轉型發展。開發商和投資
就在年初，房地產買賣市場被預測將成為
者要更多考慮空間利用問題，
有史以來最具競爭力的市場，但在今年晚些時 科技攻占房地產市場
更深層次瞭解消費者需求，無
候，預測卻被潑了冷水。經過多年的穩定增長和
占美國 GDP13%的房地產行業無疑是科技 論是小型便利店還是大型商場
低利率，許多觀察家預計會出現調整，特別是面
企業瞄準的一塊大蛋糕。2019 年，科技公司、服 ，尋找到與消費者最佳契合點
對新技術和人口變化，新市場的崛起以及傳統
務公司和初創公司將會越來越多地進入這個細 才是關鍵。當下，單純的商品營
零售業的持續減產。
“走下神壇”
、
“見好就收”是
分的市場，風險資本和科技投資者也同樣參與 銷正被服務蒙上陰影，而新型
很多受訪者表達的觀點，從中也可以看出，在房
進來。CBInsights 預計，到 2018 年底，房地產技術 租賃服務的興起——如急症護
地產市場深刻轉型的時期，對于參與者來說，大
投資可能超過 52 億美元，FifthWall 等公司已經 理醫療設施、健康和健身服務
浪淘沙在所難免。
瞄準了該行業，建築和建築技術投資也出現了 提供商、餐館、金融服務和娛樂
當然，沙裏淘金也不是沒有可能。一些房地
激增。新的房屋銷售平臺不斷涌現，試圖顛覆傳 設施——突顯了體驗經濟的力
產專業人士通過行業特定技術的變革將可能對
量。它還改變了傳統的租賃形
統交易方式。
房地產市場產生深遠影響。許多時候，資本將跟
式，標準的長期協議正在為更
隨金融科技或金融技術的腳步，以實現更高效
短的交易，甚至是臨時租約讓
人工智能持續發展
和自動化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地
路。如火如荼的民宿就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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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漲幅最高達 18
18..7%！

2018 美國增長最快的五個房地產市場
5. Kennewick-Richland，華盛頓州
1 年房價中值變動：14.5%
2017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41,300 美元
2018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76,300 美元
7 月失業率：5.5%

自美國房地產市場崩盤和 2008 年金融危機
爆發以來，已經過去了 10 年。美國住房在經濟衰
退中平均損失了三分之一的價值。儘管自那以
來，美國房價中值已超過危機前的水平，並在
2018 年第二季度達到 26.9 萬美元的歷史高點，
但從大衰退中復蘇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均
衡。近年來，一些房地產市場甚至一直在下滑。
2018 美國房價增長最快的五個市場，漲幅
最高高達 18.7%
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住房價格是由供需
力量驅動的，而供需力量與該地區的經濟、就業
市場和人口變化高度相關。在經濟較強、就業市

1 年房價中位數變化：18.7%
2017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1,183,400 美元
2018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1,405,000 美元
7 月失業率：2.6%

在 25 個增長最快的房地產市場中，有 16 個
市場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
0.34%的全國人口
4. Decatur，阿拉巴馬州
增長速度
。
在所有
15
個下跌的房地產市場中
，由
1 年房價中值變動：15.2%
于人口遷移
，
人口增長速度低于整個國家
。
2017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122,400 美元
人們搬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工作。美
2018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141,000:美元
國人更有可能搬到就業機會更多的地區
，最終
7 月失業率：3.7%
推高低失業率地區的房價。在 25 個增長最快的
房地產市場中，有 16 個市場的失業率低于 3.9%。
3. Boise City-Nampa，愛達荷州
在 15 個住房市場萎縮的地區中，有 10 個失業率
1 年房價中值變動：15.4%
高于全國失業率。
2017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27,800 美元
雖然人口增長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在許
2018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62,800 美元
多人口迅速增長的住房市場，不斷上漲的房價
7 月失業率：2.8%
降低了普通居民的負擔能力。在全美範圍內，家
庭收入中值在過去一年上升了 4.7%，而房屋價
2. Las Vegas-Henderson-Paradise， 值中值上升了 5.3%。在所有 25 個增長最快的房
內華達州
地產市場中，住房價格收入比的增長速度都快
1 年房價中值變動：15.4%
于全國數據，這意味著住房變得越來越難以承
2017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52,500 美元
受。在住房價值增長最快的加州聖何塞市，家庭
2018 年第二季度房價中位數：291,400 美元
收入中值僅增長 6.8%，而房價上漲 18.7%，是所
7 月失業率：4.5%
有城市中可承受能力下降幅度最大的。
文章來源：優資海外地產 yourszworld

場健康、人口不斷增長的地區，需求往往較高。
從 2017 年第二季度到 2018 年第二季度，在一些
需求較高的大都市地區，典型的單戶住宅價格
上漲了 10 萬美元以上，但在少數幾個城市，過去
一年的房價中值有所下降。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1.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數據顯示了截至今年第
加利福尼亞州
二季度美國獨棟住宅價格的變動幅度。

增長最快的五個市場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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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教你輕鬆估算房子裝修成本
息。有了這些信息，專業人士就可以初步估計用料多少，工人
的工作需要時間等等，給出報價。
下面我就列出一些裝修中花銷比較大的幾塊，讓大家有所
瞭解和注意，這幾塊基本上占了總裝修費用的一半以上：

更換熱水爐和鍋爐
在購房的時候，建議要看一下鍋爐和熱水爐的年頭，一般
熱水爐的壽命在 10 年左右，鍋爐的壽命可能達到 15 年, 如果房
子裏的這兩件設備已經到了這個年紀，可能就要考慮更換。通
常鍋爐的更換的費用都要在$7000 以上，熱水器的更換都要在
$1200 以上。所以如果同時更換這兩件東西，很有可能會花上
萬的費用。

屋頂翻修

若你有稍微充足一點的時間，不妨可以選用列表計算法。
當你進入房子以後，準備紙筆，逐一記錄下每個你希望裝修的
小點。比如更換地板，更換浴缸，櫥櫃更換，浴室鋪瓷磚等等
。然後回家後在每個項目後面進行估算，最後得出一個總價範
圍。
對于如何瞭解每個裝修小點的價格，可以參照幾個網站的
數據比如:
homeadvisor.com; home.costhelper.com 等。
這種方法的精確度比方法一高很多，但可能花費的時間較
大。

草圖諮詢法
能讓工程師或施工隊親臨現場估計肯定是最保險的辦法瞭
解裝修預算。但有時候工程師或施工隊的時間與看房時間衝突
，不一定能恰巧預約上。所以有一種更加簡易的方法既不需遷
就工程師或施工隊的時間，又可以讓他們參與估價，這就是草
圖諮詢法。
你可以自己把房屋的每層大致布局和尺寸畫一個草圖，表
明尺寸，數量。然後把有尺寸的草圖發給專業工程師或施工隊
估價。專業人士可以根據你提供的草圖瞭解到要換多少大小的
地板，需要拆除的墻有多長；有多大面積需要油漆等等具體信

在紐約市，在 1987 年以前建的房子都需要做石棉報告。
法律規定，如果房子有石棉發現，必須雇傭執照石棉處理公司
去處理。石棉處理的費用非常昂貴，動不動就上萬。所以我們
在設計施工時候往往會建議，如果房中發現有石棉的區域，盡
可能不要去動。如果本來計劃要拆除或穿洞那些區域，就想辦
法改變設計方案，節省預算。

更換窗門也是一個不小的費用。因為一般的房子都有數量
不小的門窗。所有一個房子十幾個門窗都要更換也會花費５，
６千或更多。

垃圾移除
別忽視了這個隱藏的費用。我們在裝修過程中往往要清理
不少垃圾。而在紐約，建築垃圾的清理也是一筆費用。這裏的
垃圾車一般有容量為 20 Yard 和 30 Yard 兩種。一車垃圾可能
就要花費７，８百塊。所以房子內部拆除的東西多的話，很有
可能垃圾費用就要３，４千開銷。

類似裝修對比法

列表計算法

石棉處理

更換窗門

不少朋友在看房過程中，往往會希望瞭解所看的房屋以後
需要多少錢裝修，這也直接影響房子的出價。如果一個房子看
似很便宜，但未來需要付出很大一筆裝修開支，那實際價值可
能並不一定比稍微貴一點但可以馬上入住的房子來得划算。所
以如何預估房屋裝修費用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對于普通民眾，可能無法做到像專業人員那樣估計準確，
但通過以下幾個方法，你也能成為一個半專業的人士。

這可能是最簡單快速的裝修預算方法。你可以通過詢問裝
修過的朋友，網絡查詢瞭解大致相同面積的房子別人所花的費
用。
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簡單快速，但精確程度較差。因為即使
年份和大小差不多的房子，由于裝修方案的不同，可能成本上
有很大的區別。

根據材料的不同大相徑庭。現在比較經濟實惠的強化地板，雖
然沒有實木地板那種 100％純天然的感覺，但價格便宜，而且
可以用于實木地板不太擅長的濕氣大的區域。
壽命方面，一般實木地板保養完好的話可以終身使用，而
強化地板一般只能達到幾十年的壽命。費用方面，更換 1000
平方尺強化地板大概花費在１萬以內，而實木地板則根據不同
木料差別很大。

圖紙申請和樓宇局報批費用
更換屋頂通常也是一個不小的費用，但新屋頂不但能使你
房子的外觀改善而使房子升值，同時也可以解決一些屋頂漏水
，閣樓潮濕的問題。
屋頂的材料不同價格也不一樣，通常最常見的是瀝青瓦材
料，壽命大概在 20 年左右，價格也相對便宜，而磚瓦屋頂或
石板瓦屋頂相對價格就會高很多，壽命會在 50 年以上。翻修
屋頂價格還有一個因素是屋頂的坡度。有些屋頂非常陡，無法
放置任何建築材料和工具，甚至工人無法行走。這樣
的屋頂每次施工就非常麻煩，增加施工的時間和難度
，自然價格就比平的屋頂更換要來得貴。
通常更換普通 1500 平方尺左右的瀝青屋頂都可能
要花上$7000 以上，有時可能要$15000 以上。

最後別忘記，在開工裝修之前還得畫圖和報批才能得到開
工許可。如果沒有開工許可開工，將會遭到樓宇局的罰單，罰
款和停工令，並記錄在案，對以後出售房產帶來影響。這個費
用大約又會花費３，４千到５，６千不等。
朋友們看完這個文章，希望能夠對即將購買的房子或準備
裝修的房子花費重點有所把握，以最好最快的方法對房子的修
理費用作出評估，從而理解該物業真正價值。（文章來源：美
房吧）

廚房、廁所翻修
廚房、廁所翻修可能是個無底洞，但好的廚房和
廁所對房屋價值有巨大的提升左右。有人甚至說＂房
子能賣多少價格，50％取絕于廚房和廁所＂。用哪種
櫥櫃，地磚，檯面，浴缸都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通常廚房翻修開銷有從$8000 到$25000 不等，廁
所翻修從$2000 到$7000 不等，高檔的廚房廁所翻修
可以花上 5 萬，10 萬以上的都可能。

地板更換
這又是一個會使房屋增值的項目，地板的花銷也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水晶吊燈 ，櫥房花崗
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木地板，櫥房花崗石臺面, 近購物中
心，交通方便。 僅售 $398,000.
3.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木地板. 僅售
$349,000. 可立即入住.
4.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3浴，二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
僅售 $179,000.
5.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新裝修；2018洗碗
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6. 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方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
診室,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7.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8.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立即搬入。
9. 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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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房子都沒淹, 現在是買房好機會!
1, 糖城熱門社區TF, 全10分學校, Clement高中, 約4200呎, 5房4.5
浴室+影院+陽光房, 多樣升級, 8年新, 有湖景和綠帶, 交通便利. 集地
段佳/房子好/學校優/環境美四大優勢於一身, 僅64.8萬, 超值!
2, 糖城廣場旺鋪出租，約1600呎, 靠近繁忙6號公路, 周圍有多個住
家社區, 鄰近學校旅館，很適合做餐館甜品和奶茶店美容美發中醫養
生按摩等
3, 糖城名區*Riverstone, FB好學區,約4仟呎,5房/4.5浴/書房/GM,
戶型漂亮實用高挑頂, 2睡房樓下,裝修豪華,占地大0.38英畝, 後院有
小溪和大樹,風景優美安靜有隱私, 幾分到超市歺館, 僅45萬9, 良機！
4, Katy名區Cinco Ranch, 一層3房2浴, 學校好,交通便利, 近高中和
湖, 僅21.8萬, 適合投資.
5, 米城名區SP最佳地點, 近Riverstone, 3房+2浴+書店, 上區內三所
好學校, 僅22萬, 方便到市區醫學中心, 僅22萬, 投資自住兩相宜.

281-787-9300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 年)
誠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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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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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Houston, TX 77062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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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陷阱多 這 11
11個大坑必須知道
個大坑必須知道！
！
辦公室。對于任何未決訴訟，都有記錄在案。您也可以檢查在
線法院數據庫並聯繫業主協會或鄰居。

四、缺乏房屋檢查

八、照片不全或根本不提供

如果沒有專業的房屋檢查，經紀人絕不應允許客戶購買房
產。房屋檢查是購買房產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如果在房屋檢查
之中發現房子有嚴重的結構或蟲害的問題，買方可以在合同的
保護期內只能取消。檢查令你安枕無憂，或者要求賣家解決那
些您在代管結束之後才可能瞭解的房屋狀況。

廚房或主臥室不包含照片或缺少照片的房地產列表可能有
貓膩。另外，同一地區出現很多待售房屋的話也要小心。買家
應該檢查附近是否有商業開發計劃或即將建設的新高速公路。

五、契約類型

左鄰右舍的生活方式可能會影響居住的滿意度和今後的轉
售價值。當你去看房時，檢查下隔壁鄰居是否有不斷吠叫的狗
，這是否讓你感到困擾？關于鄰里，有很多事情你不能改變，
所以一定要觀察整個地區。

在 2008 年之後，物業權利變得相當混亂。買家需要知道
自己有哪些權利？簽署的是什麼類型的契約？買入後有哪些留
置權？可以透過產權保險來保護購買行為嗎？ 諸如此類的問
題。
買房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難不被沖昏頭和愛上看到的每
一所房子。儘管買家可能已經找到了他們的“心水”，但房地
產經紀人需要警告他們。
據福布斯報道，從房產的地理位置到內部結構都值得關注
，美國買房存在危險和紅旗警訊，所以經紀人有必要提醒買家
冷靜下來，並警告他們房產的潛在問題。
以下是 11 個買房的注意事項。買家瞭解的越多，風險越
小。

一、凶宅
在搜索房產時，你需要做些調研，查看該地區或您購買的
房屋是否存在污點歷史，例如死亡、貧民窟或暴力行為，因為
可能會對房屋的未來價值產生巨大影響——屋主未來如需轉售
，由于房屋所在地被污名化，市場買房存有瑕疵心理，會直接
導致交易價格減損。
所謂“凶宅”，是指買家或租客通常會傾向于避免一些房
屋或公寓，並不是因為房子本身有什麼物質上的缺陷，而是因
為其他原因所造成，多半為心理或情感層面的因素。常見類別
有：
1.靈異現象：鬼屋(鬼屋)，或傳言有人曾看見鬼魂出沒。
2.自殺/謀殺：先前有屋主/租客在此自殺，或此地曾經發
生過命案。
3.犯罪活動：附近為幫派份子聚留之地，毒品交易，妓院
，性犯罪者居住。
4.債務糾紛：買家擔心之後會常接到電話或者債主們上門
騷擾。
5.疾病或污染：患艾滋病的賣家，附近土地或水源遭受過
污染

二、降價
很多時候，業主每月調低房價 5,000-10,000 美元，或者每
季度調低一次。但是偶爾會出現 2 萬至 3 萬美元的瘋狂降價
——這是危險信號。買家可能會喜歡這裏的財產，但經紀人必
須警惕並給買家潑冷水。大幅度降價是出于激勵策略還是承包
商，是空間低矮還是結構瑕疵？經紀人有義務找出原因。

三、訴訟
檢查任何以前或未決的房產訴訟，作為獲得談判杠杆的方
式，或一旦有危險，完全避免購買。首先聯繫房產所在的市政

技能並購買結構或環境問題的財產的買家可能會面臨延期、成
本超支甚至損失。

六、房產按原樣出售
今天的互聯網對于買家確認上市的真實天數、之前的價格
和是否存在購買阻礙(如留置權)等方面非常有用。該物業是否
按“原樣”提供，沒有抬價？如果是這樣，找出原因。在提供
報價之前深入瞭解這一點可以節省金錢、時間和精力。

七、結構和分區
需要分區更改、結構修復或環境清理的房屋可能存在問題
。更改分區(changing zoning)是一個複雜的法律程序。你需要
請一位律師，並不能保證你會成功。缺乏施工估算或項目管理

九、左鄰右舍

十、學校排名、犯罪率
當買家考慮地理區域時，審查州立教育協會對學區的排名
是必要的。謹慎的買家還應前往當地警長辦公室或警察局，審
查該地區的犯罪報告。所有這些都花時間，但從長遠來看，這
會讓購買決定更穩妥。

十一、影響轉售的因素
遠離繁忙的街道、租賃物業和墓地。 即使它雖然目前沒
有打擾你，但在未來轉售時，這些事情會帶來麻煩。畢竟，不
是人人能欣賞這些累贅。 唯一的豁免是這會是你永遠的家，
而你不擔心將來房產繼承的問題。（文章來源：美房吧）

你買的房子產權“乾淨
乾淨”
”嗎？
美國房產土地的產
權是私有制，業主擁有
絕對的地上和地下的權
利，如果在地下發現了
石油也會是歸這個土地
業主所擁有。但是有件
事絕對會讓你驚訝……
在美國的住宅房產
權可以分為：
獨 立 屋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Detached)： 產 權 擁 有 獨
立的土地，土地上的獨立屋和地上物，土地下的物質。
半獨立屋(Single Family Residence Attached)：產權擁
有獨立的土地，土地上的獨立屋和地上物，土地下的物質。
此獨立屋有一邊和另一土地的獨立屋相連，彼此相連在地界
上有一道共同墻(Common Wall)。
聯排屋(Townhouse; Row house)：產權擁獨立的土地，
土地上的排屋和地上物，土地下的物質。此排屋至少有一邊
和另一土地排屋相連，彼此在相連在地界上有一道共同墻
(Common Wall)。

共渡公寓(Condominium)：產權擁有獨立土地的一定比
例，地上可分割住宅單元，和同土地產權比例的地上物質和
地下物質。（住宅單元的所有業主，共同擁有這塊土地，每
一個業主土地產權的比例是所有業主均分這塊土地的比例，
但是只擁有這個比例的土地產權，而不是在土地上可以按比
例具體的劃出那一小塊地）。
公寓(Apartment)：產權擁有獨立的土地，土地上多個單
元的集合住宅和地上物，土地下的物質。而此集合住宅和共
渡公寓不同，屬於不可分割，同時被一個法律人擁有。
美國房產土地的產權是私有制，業主擁有絕對的地上和
地下的權利，如果在地下發現了石油也會是歸這個土地業主
所擁有。
但是有件事絕對會讓你驚訝，美國是非常重視且落實法
治的國家，任何人經過合法程序，都可以對不屬於自己的產
權放上使用權利或限制，而這些權利限制可能會影響產權過
戶，限制了業主對產權使用或是房屋加建修改，也就直接影
響產權的價值。
尤其是歷史較長， 經過多次買賣轉手的產權，有其他非
產權業主在上面放上權利限制的機會就相對大很多。也就是
說這個產權不“乾淨”的機會就相對大很多。（文章來源：
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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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一面 美國：快樂
背後競爭無處不在
近年來，隨著國外教育信息
渠道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多的
中國家長似乎覺得“國外的月
亮”更圓——發達國家的教育
公平又高質，發達國家的學生
和家長沒有學業之憂，學生能
夠快樂、輕鬆地進入大學，成為
社會精英。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學生
到學校，從區域到國家，世界各
國都存在考核與競爭，發達國
家也不例外。例如，美國的公立
學校有打分和排名，家長也要
面臨擇校和搬遷的問題；日本
的學生要在節假日趕往補習班
，以保證優秀的學業成績；英國
各類學校存在著“價格”和“質
量”的差異與競爭，少數重點學
校也有嚴苛的入學要求。
本版邀請對發達國家教育有
親身體驗或深度研究的學者和

專家，解析他們親歷與觀察的 小學。具體而言，美國的家長在 費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區的稅 增加被錄取砝碼的重要因素。
國外教育，從不同角度還原發 選擇新居前，會關注提供中小 收，所以，居民納稅多的社區的 因此，為了能夠進入心儀的大
達國家的教育真相。
學教育質量信息的網站，上面 學校就能夠獲得比其他學校更 學，美國學生積極參加各種競
美國：快樂背後競爭無處不 列有對各州中小學教育質量做 多的教育資源，從而保證學校 賽和社會公益活動，接受各種
在
出的滿分為 10 分的評價等級， 擁有更高的教育質量。
特長訓練和培養，以增強自己
提起美國基礎教育的特點， 並以此作為擇校的參考依據。
一般來說，好的社區擁有好 在申請大學時的競爭能力。
很多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學生沒 一般來說，擁有好學校的社區 的治安條件，多數居民有較高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一流大
有課業之憂，家長沒有擇校之 房產價格遠遠高於平均房產價 的收入，繳納高額稅收；高額稅 學的招生要求也對美國基礎教
虞，其實並不儘然。在美國生活 格，但不妨礙學生家長趨之若 收為當地學校提供了充足的經 育階段，特別是初中和高中階
幾年，就會發現很多與原來的 鶩。選擇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來 費，使學校能夠聘請高質量的 段的學生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
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教育現象 說就是擇校。
師資並提供高水平的教學設施 。
。
眾所周知，教育經費對於學 ，從而保證學校較高的教育質
美國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方
擇校並非個別現象
校的質量來說至關重要，充足 量；反過來，高質量的學校又吸 式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由於美國實行就近入學政策 的教育經費意味著精良的教學 引更多高收入人群來社區定居
第一種是參加學校裡的興趣
，擇校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選 設施和優秀的教師隊伍。美國 ，從而增加了稅收的數量，形成 小組或運動隊，如國際象棋小
擇社區。
私立學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學 了經費與質量之間的良性循環 組，學校籃球隊等。
購買自己的住房之前，美國 生的學費、私人捐贈以及基金 。
第二種是個人聘請教練或導
家長，特別是亞裔美籍家長，會 會資助，而公立學校的經費來
快樂教育只是局部表像
師來提高孩子的特長專業素養
很用心地選擇即將居住的社區 源則主要是各級政府的撥款。
掩蓋了很多家庭為孩子 。美國是一個崇尚競技的國家，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按照美國的教育經費分擔辦法 擁有光明前途付出大量時間、 選擇體育項目作為孩子興趣培
就是社區是否擁有高質量的中 ，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經 精力和金錢的事實。
養的家庭比例很高，包括不少
美 國 的 確 存 在 很 多 美籍華人家庭，為男孩子選擇
隨遇而安的學生，在校 網球、游泳，為女孩子選擇鋼琴
平均成績（GPA，是美國 、舞蹈的現象十分普遍。經濟條
學生在校的平均成績， 件好的家長會為孩子聘請相關
滿分為 4 分，如果學生 領域的專業人士，對孩子進行
選修難度係數大的課程 一對一的訓練和培養，條件一
並通過考試，也會得到 般的家庭也會通過其他途徑尋
4 分以上的成績）從來 找資源為孩子提供必要的訓練
沒有超過 3 分，高中畢 條件。同樣，除了支付不菲的學
業之後或選擇上社區大 費之外，家長依然要承擔接送
學，或選擇直接工作，毫 孩子參加比賽和演出的任務和
無壓力輕輕鬆松地過日 費用。
子。據筆者觀察，這部分
第三種是名副其實的補習班
學生中，父母沒有受過 。儘管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很
高等教育的西班牙裔學 看重學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
生占絕大多數。但是大 但是文化課成績畢竟是基礎和
部分美國學生，特別是 前提。為了在美國高考（SAT 或
亞裔美國學生，完全是 ACT）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不
另一種狀態。
少美國學生都選擇上專門的補
進 入 以 常 春 藤 大 學 習學校，因為補習學校會針對
（簡稱“藤校”
）為代表的 入學考試內容為學生提供講解
美國一流大學是眾多有 和模擬訓練。
志學子走向成功的第一 中小學生並非一概快樂
步。熟悉美國大學招生
高中的孩子學業壓力巨
情況的人都知道，學業 大，其中很多痛苦不為常人所
成績並不是這些一流大 知。
學招生的唯一標準，學
和中國一樣，美國的中小學
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是 質量也並非整齊劃一。儘管美

國採取就近入學政策，但同一
學區內，進入質量好的公立學
校總是要排隊很久，進入可以
跨學區自主招生的優質私立學
校更是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即
使幸運地進入了心儀的學校，
激烈的競爭也令很多孩子不堪
重負。
美國高中學生的負擔本來就
很重，不僅要完成規定的學業，
預選大學的課程，還要繼續自
己的興趣培養，進行公益活動。
越是在優秀的學校裡，更多出
類拔萃的孩子在一起，競爭尤
其激烈，其巨大的壓力使有的
孩子無法承重。最近連續幾年，
每年都有孩子選擇在學校附近
輕生。儘管校方採取了很多措
施，家長也積極配合，但能否中
止這個“魔咒”
，目前還不得而
知。雖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
還是可以看到美國中學生承受
的巨大壓力，顯然完全不是我
們印象中的快樂教育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基礎教
育會給人快樂教育的印象呢？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制度設
計。美國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
設置和要求充分遵從了學生心
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在幼兒
園和小學階段，尊重兒童活潑
好動樂於探究的天性，給予學
生大量的時間去探索和接觸大
自然和社會，從中獲得基本常
識；在初中階段開始，加大課業
負擔，通過提供選修課等方式，
讓學生發現並強化自己的愛好
和特長，為學生的個性發展提
供選擇空間；在高中階段，在提
供選修課的同時提供大學預選
課程，滿足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需求，同時為學生開放各種
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為進入
大學進一步深造或就業做好準
備。另外一個原因是尊重孩子
的個體差異，鼓勵孩子做最好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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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
不同的地方
一、為誰而學：
美國教育告訴學生學習是自己的
事，讓學生自己去想，想學什麼東西，
因而學生一般學得主動、靈活、高興。
而中國的教育總是要事先給學生做出
細緻繁瑣的各種規定，該學什麼，學多
少，什麼時候學，該怎麼學等等，中國
的學生視學習為功利，因而習慣于應
付，學習是家長、老師的事情，是為升
官發財找工作而學，學得被動、教條、
無奈。
二、育人目標：
美國不太重視“基礎知識”的學
習，極其看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因
而才會有美國白領不會算 10 減 6 等於
幾貌似“可笑”的事情發生，他們覺得
要趁孩子年齡小時抓緊培養創造性思
維，而中國教育特別重視所謂的“雙基

”
，重在練“基本功”
，不重視對學生創
造力和思維能力的培養。美國的學生
低分高能，中國的學生高分低能。因而
世界 500 強企業，一般不願意接收中
國學生，在他們看來，中國教育是培養
知識的奴僕，而不是在“育人”
。
三、課堂：
中國的教育善於給孩子一個總
結，把學生教到無問題就好；美國的教
育善於給孩子一個啟發，把學生教到
能不斷提出新問題。中國的課堂要舉
手發言，美國的課堂鼓勵自由發言。中
國的課堂如果對教師的結論不同意會
遭受批評，而在美國的課堂上則受到
表揚。中國的課堂講紀律，美國的課堂
講人權。
四、師生關係：
在中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孩

子剛踏入學校就知道老師總
是高高在上，而在美國教授也
沒有什麼權威可談的。美國人
不承認權威。中國孩子盲目崇
拜老師，覺得老師總是對的，
中國的老師喜歡保持威嚴，不
苟言笑，美國老師很喜歡和小
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關
係。
考試制度不同
五、考試制度：
美國的考試經常是開卷
，孩子們一周內交卷即可，而
中國的考試則如臨大敵，單人
單桌，主監副監嚴防緊守。在中國，考
試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淘汰；而美國的
考試目的在於尋找自身存在的不足，
查漏補缺，以利於今後的發展。

六、班級人數：
中國雖明文規定每班不超過 45
人，但鄉鎮及縣級學校班級人數平均
60 人之多，法律並不能約束什麼。而在
美國，一個班的人數不超過 30 人，31
個人就屬於違反教育法，不同的是
美國人看重的是誠信——自我信譽
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七、時間：
在一年中，中國中學生有 8 個
月是上課時間，每天 11 個小時左右
的 在 校 時 間。美 國 學 生 每 年 只 有
1000 個小時左右。上學時間短、課
業負擔少，這是讓孩子做自己感興
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
時間還能讓孩子學習自己安排時間
。
八、成績單：
成績在美國屬於“隱私”
。老師
給家長看成績單，他只
給你看自己小孩的成績
，不會公佈全班的成績。
在中國，行政部門會想
方設法的公佈學校成績
。教師的考核也要看學
生的升學率、優秀率。學
生從一年級開始就在這
樣 的 機 制 下 長 達 12 年
之久，心理壓力之大是
顯而易見的。
九、教材：
美國的教材淺顯，對
孩子沒有嚴格的要求，
特別是數學，導致許多

的成年人離開計算機對數字就沒了概
念，連日常生活的計算都成了難題，看
之非常可笑，但是他們注重動手能力、
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的教材一味的
強調夯實基礎，才導致機械重複的作
業一堆堆，其結果是造就了一批有一
批的高分低能的人才。
十、課外生活：
中國一般不太允許小孩參加真正
的社會活動。但在美國小學生一旦走
進校門就開始真正參與社會活動了。
美國的課外活動是學生自發參與，經
費也是大家共同出資、共同尋求贊助。
比如，8 歲的孩子會幫人家清洗洗衣
機，一次 8 美元，為別人演奏等等，把
賺到的錢拿來搞活動。當然並非所有
的活動都是為了賺錢，也有很多是打
義工的。美國讓小孩接觸社會環境的
方式非常多，他們認為教育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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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差異大 帶給美國寄宿極大挑戰

大批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讓 說，前後接待的小留學生將近十個， ，她只說是不小心碰的。如果不是女孩 寶貝女兒確實獨自回了國，但擔心家 一次聽到，陳同學表示，有次他聽到一
美國公立中學、教會學校敞開大門，大 “奇怪的是不少小留學生生活習慣驚 後來跟一幫小留學生朋友神吹時說漏 人不同意，先斬後奏，到了家不敢見父 幫本地同學正在討論中國小留學生，
批小留中介、寄宿家庭應運而生，各地 人相似”
。
嘴自己的“遭遇”
，寄養家庭可能永遠 母，只好除夕夜躲在自家車庫不上樓。“很有錢，但很傻”
。陳同學表示，他身
為中國小留學生量身定做的私立學校
陳先生說，有次他太太從外面買 都會蒙在鼓裏。
“女兒還說受不了美國，不回去了”
。
邊確實有很多小留學生“花錢如流水
、國際學校更是雨後春筍。
“不讓孩子 菜回來，驚見爐頭上炒鍋已燒得黃煙
煩惱的寄養家庭還遠不只邵太太
徐先生 16 歲的女兒去年秋天到 ”
，而他隻身一人來美留學，父母雖經
輸在起跑線”
，已不僅是中國父母自發 直冒，鍋臺一塌糊塗，
“如果不是早回 一家。同住東區的劉太太和先生最近 南加留學，在聖塔芭芭拉一家教會高 商有成，但自己“每月的零花錢不超過
或競爭所迫的心願，也成為美中兩國 一步，屋子恐怕都要燒著了！”小留學 一年多次被寄養孩子就讀的學校找上 中就讀，同行的還有兩位也是廣東女 150 美元”
。
全民參與的另類教育。但是，這股銳不 生後來承認，是自己放下麵條打電話 門，請他們“務必對寄養孩子負責”
，哭 孩。三個女孩同進同出，形影不離。不
但不管自己多努力，都感覺很難
可擋的留學潮中有多少悲歡與沉浮的 忘記看火。陳太太忍不住批評，小留學 笑不得。
料兩個女孩去年寒假回家，本來說好 摘掉這個“有錢而傻”的標簽，
“挺難過
故事？
生卻滿臉委屈的說：
“我在家中從來不
“我天天早上 8 時準時送他到學 假滿返校，卻臨時決定“不再去美國了 的”
。
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
用做飯！”
校門口”
，但劉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
，
“因為受不了天天讀聖經，天天三明
不到 16 歲即來美留學的另一位
中國小留學生大批涌進美國南
哈岡近年接待不下十個中國小 ，他常常前腳剛走，17 歲的寄宿小留學 治、炸雞和蔬菜色拉”
。
陳同學表示，離開父母异國求學的最
加州，各地寄宿家庭如雨後春筍。接收 留學生的寄養家長朱太太表示，她感 生男孩後腳就被一名同在洛杉磯留學
無獨有偶，近年幫朋友接待過多 大挑戰不是學業和語言，而是生活環
中國小留學生開闢寄宿家庭，近年一 覺中國的孩子們不少是“不食人間煙 的孩子接走，上游戲店、去 KTV，或去 位中國小留學生的陳太太表示，她認 境。
“當你感覺無法改變的時候，很難
度成為南加不少華洋家庭的“肥水副 火的金枝玉葉”
，她家的小留學生女孩 其他小留學生家打麻將，有時幾個小 識的小留學生中，現在“差不多走了三 過”
。
業”
，不過似乎愈來 愈多寄宿家庭發 ，
“床鋪地上全是東 西，鞋子在床上也 留學生一起打出租車到 South Coast 分之一”
，有點跌破眼鏡。
陳同學表示，她居住的寄宿家庭，
現，生活形態與教育方式的落差，使他 視而不見，如果大人不幫忙收拾，就這 Plaza 海買。按學校規定，每位同學一
她年前幫忙一位大陸友人的孩子 是一對大陸和臺灣夫婦開辦的“小留
們對中國的“小皇帝”
、
“小皇后”們難 樣一直亂著”
，孩子就在“垃圾堆”上玩 學期請假不能超過十天，否則需出具 來美留學，進入哈岡威爾森高中就讀， 學生之家”
。除了主人一家四口，還有
以適從，曾經被許多家庭爭相競搶的 計算機。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小留學 醫師證明。但這也難不倒這位小留。他 按家長意願住進了一戶墨西哥人家。 她和另外一位留學生，外加五隻狗狗。
“香餑餑”們，如今不少變成“燙手山 生和國內煲電話粥，作息時 間也顛倒 通過其他同學認識當地的一位華人醫 不久孩子卻打電話向她抱怨“墨西哥
由于主人對狗狗寵愛有加，
“我們
芋”
。
黑白。朱太太說，有次小留學生家長來 師，
“每 次給 60 美元，換三天病假證明 寄宿家庭洗澡不關門”
。
吃飯狗狗就在腳邊轉悠”
，滿屋的狗味
寄宿家庭 1：非親骨肉 分寸難捏
洛，她婉轉表達“半夜不睡對孩子健康 ”
。
陳太太表示，她認識的小留學生 和狗毛，對從來沒有養過寵物的小留
“八年前當聽說中國小留學生希 不好”
，沒想到孩子媽媽答得爽快：由
“我們做寄養父母的，真是左右為 也有抱怨寄宿家庭管教太嚴，不輕易 學生是個不小的挑戰。
望學習美國文化，希望來家住一段時 著她吧。朱太太表示，小留學生家長 難”
，一位寄宿家庭太太表示，對小留 讓孩子出門。有次一個孩子多次打電
“最難過的是吃‘大鍋飯、大鍋菜
間，我和先生二話不說，對中國小留學 一 副信任不多的樣子，讓她感覺特尷 學生的問題，不能不說，但說重了，或 話給她，請她幫忙周末接出去吃頓中 ’”
，陳同學解釋，寄宿家庭經常幾個菜
生們充滿期待”
，天普市退休白人教師 尬。
者孩子國內父母打電話來詢問，他們 餐解饞，她給寄宿家庭打電話說明情 煮上幾大鍋，
“每天加熱後再吃”
，
“常
瑞塔表示，為歡 迎中國學生，她和家
寄宿家庭 2：若即若離 想管也難
馬上會給你臉色看，好幾天不理你。
況，
“但等到再想具體約時間帶孩子出 常三、四天吃不完，不吃完主人不做新
人將自家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每天
中國大批小留學生涌進南加州，
一位寄宿家庭家長表示，學校明 來，監護人再不接聽電話”
。
菜，我們只能繼續吃舊菜”
。
變著花樣烹飪各種美式食品，
“希望中 寄宿家庭幾家歡樂幾家愁，離開父母 文規定孩子不能抽煙，他們全家也從
寄養家庭的嚴格和一些小留學
國孩子不僅在异國他鄉學習美國文化 羽翼的一些小留“無法無天”
，曠課、逃 來沒人抽煙，但最近後院時常發現成 生從小養成的寬鬆，似有很大落差，陳
，也減少思鄉煩擾”
。
學、深夜不歸，寄養父母不知如何是好 堆的煙頭。詢問寄養小留學生，他剛開 太太表示，她朋友過來留學的孩子中
“但似乎不少中國孩子不大願意 。
始不承認，最後居然回答說：
“我爸都 不少人來自富裕人家，
“有次我去機場
與人交流”
，瑞塔表示，尤其是近年來
“本來都是朋友幫忙，順便也增加 不管，你管得著嗎？”
接孩子，下來的兩 個全身都是名牌”
，
的中國小留，
“常常整天將自己關在房 一點家庭收入，但現在那點收入，還抵
一邊鞭長莫及，一邊無所適從，讓 陳太太說，一個女孩的行李包，大、中、
中”
，她說，即便是大家同桌吃飯，她家 不上那份操心和擔憂。”
小留學生對親身父母和寄養家長，若 小全套都是大牌子。不少小留學生寒
小留學生也常常一言不發，
“最後變成
家住哈岡的邵太太三年前開始， 即若離。
假暑假更是一定回國，
“買機票時，價
我們感覺就是陌生人住在家中，儘管 幫忙大陸的大學同學照顧來美留學的 小留學生：文化加飲食 現實落差大 格連問都不問一下”
。
彼此相處不短時間，還是相當陌生，感 未成年孩子，後來口耳相傳，大陸朋友
今年中國農曆新年，南加中國小 小留學生 2：五狗同吃飯 三年沒好友
覺不是很舒服”
。
的朋友、同學的同學相繼將自己的“小 留學生寄宿家庭曾驚爆“大陸爹媽找
但小留學生中“一肚子苦水”的也
但餐桌上惜言如金的小留學生， 留學生”孩子送到邵家，幾年下來，邵 不到留美孩”
，嚇得兩岸家長魂不守舍 不少。
回到自己房裏卻口若懸河，
“常常深夜 太太心得一大堆，
“憂多于安”
。
，最後卻發現是小留學生擅自飛回老
“我來美國三年，沒交到一個知心
兩、三點還聽到裏面歡聲笑語”
，瑞塔
“按照寄養家庭合同規定，孩子出 家，因為“過年想家”
，更因為“忍受不 好友”
。來自深圳的陳同學表示，他來
說，她和先生商量再三，最後決定“我 門需經過寄養家長同意和安排，我們 了美國生活”
，不辭而別，不告而返，卻 美國時已是高中一年級，直接對接進
們不掙這錢了”
。
必須對孩子們的生活、學習、安全負責 不敢面對父母和寄宿家庭。
入這裏的十年級，
“本地學生都開始衝
“不舒服”的不僅是瑞塔一家。蒙 ”
，但現在，她這道封鎖線已全不管用，
核桃市張先生小年夜突然接到 刺大學”
，根本沒人注意他這個外國學
特利公園市陳先生表示，因為太太長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寄養父母說了算， 廣東老友徐先生電話，說是“寶貝女兒 生。
“我們這些外來人，自然只有小圈
期賦閑在家，加上經不住國內當年老 是孩子說了算”
。
失蹤了”
，
“我們除夕給孩子打了不下 子”
。
同學再三求情，從四年前開始將家中
邵太太家最近接待一個大陸 17 20 通電話，手機、學校、寄宿家庭，全
語言自己摸索，文化自己適應，連
部分房間辟成“小留學生之家”
，每人 歲女孩，剛在東區一家高中入學不久， 都沒有”
。活 活一個 16、17 歲的孩子全 飲食都不能隨心所欲，而比“小圈子”
每月 1,200 元至 1,500 美元左右，算是 就認識一個同是來自大陸的小留學生 然不知去向，嚇壞了全家。張先生也急 更無奈的是“中國小留”的標簽。陳同
家中收入不錯的副業。
，兩人很快陷入熱戀。
得像熱鍋螞蟻，電話打遍洛城熟人，最 學表示，他的班上大多數都是來自中
“但你得忍受小留的生活習慣”
，
寄宿家庭聽聞風聲，禁止女孩晚 後終于從一位友人得知：
“前兩天她說 國的國際學生，本地學生雖是少數，但
陳先生表示，
“吃完飯不洗碗”
，
“頭髮 上外出。沒想到女孩為避開驚動寄養 想家要回去過年，我送她去的機場”
。 “從他們的眼神和言談中可以看出，他
掉一地不收拾”
、
“煮東西不看火”
、
“見 家長，半夜裏從後院翻墻出去，因天黑
兩、三個小時後，大陸老友再來電 們根本看不起我們這些小留學生”
。
面不打招呼”
、
“出門晚歸不通報”
，他 墻高，不小心跌傷前額。寄養父母問她 話，
“孩子找到了”
，老友告訴張先生，
“FOB(Fresh of boat)”已 不 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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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上大學到底需要多少錢？

【來源:搜狐教育】
排名及學費一覽表
美國念大學，一直都是一項非常
二、個人消費
燒錢的活動。且不說買奢侈品花的錢，
１、車旅費：
光是學費、房租、吃飯的錢，就已經夠
美國國內和往返國際
大家喝一壺的了。另外，在一些偏遠城 機票費用等，按北京和華
鎮，車子也是必需品，買車又要花掉少 盛頓之間的往返機票算，
說一萬刀。那麼，綜合來講，在美國讀 按季節不同經濟艙可以在
書一共花多少錢？主頁君幫你算一筆 1000-3000 美元（含稅）之
賬。
間不等，學生放假期間恰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和 是旅遊熱季，如果不是很
本科生來美國讀本科或轉學來美國讀 提前購票的話常常價格奇
本讀研。面對日益增長的學費，也是很 高。
頭疼的問題。留學對於普通家庭來說
２、非移民身份文件
不是一筆小的數目。來美留學後，普通 含簽證費用：
家庭可能面臨幾年內都要勒緊褲腰帶
學生多數持 F-1 學生
的情況，甚至要賣房賣車來支付巨額 簽證，這是一種非移民簽
的費用。
證，一旦簽證過期離境後
儘管送孩子出國留學之風盛行背 需 要 憑 藉 有 效 I-20 表 格
後的原因很複雜，但不管出自什麼目 再簽證回到美國，所以在
的，只要選擇了這條路第一件事就得 考慮國際旅費的同時還要
籌錢（當然巨富的人家除外）
，因為這 考慮相關簽證的費用。
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到美國留學的
３、手機和上網等費
費用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用：
學校收的部分：這其中包括學費
美國大學到處都有無
（Tuition）
、住宿（Room charge）
、伙食 線上網，若是住在校園內
（Board rate）、書本（Book）、和日用雜 則學雜費已經包括了這一
項（Miscellaneous expenses）等。
部分，住在校外的需要考
個人必須消費的部分：車旅費（含 慮，電視纜線上網一般一
國際機票）
、手機等通訊工具、非移民 個月四十美元左右。手機
身份文件含簽證等費用、醫療和人身 取決於所簽的方案，每個
保險等。
月可以從三十美元到一百
一、美國大學的收費
多美元不等。
美國公立大學的學費（Tuition）在
４、汽油和行車保險：
本州和外州（含國際）學生之間是有著
美國是一個車輪上的民族，處於
巨大差別的，而私立大學則一視同仁， 郊區的大學沒有車的話幾乎寸步難行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大學的部分預 ，買車是一筆固定支出，修車則很難預
算來自州政府的稅收，而外州或外國 計，汽油現在每加侖在三美元上下，取
學生的家庭沒有在所在州納稅，所以 決於每年開多少英里支出可能不等，
不能享受這種福利。
未婚的年輕人行車保險很貴，在汽車
和昂貴的私立學校相比，就讀公 這一塊上一個月支出四、五百美元幾
立學校要便宜得多。美國 4 年制公立 乎不費吹灰之力。
大學平均每年的學費僅為 8000 美元
５、醫療和人生保險：
左右。
這是極其重要的，也是很多中國
公立學校當中，最昂貴的當屬匹 家長和留學生忽略了的部分，絕大部
茲堡大學，本州學生前來就讀，每年需 分美國大學都出臺了一系列硬性的新
交納學費 1.71 萬美元。緊隨其後的是 規定，比如哈佛大學就要求國際學生
賓州州立大學、新罕布什爾大學和科 必須出具美國保險公 司的醫療保險
羅拉多礦業大學，每年學費均在 1.5 萬 證明，否則必須繳納健康保險年費才
美元以上。
能入學，而且自己購買的醫療保險要
在全美國最昂貴的 20 所公立學 涵蓋緊急情況下國際醫療運輸的費用
校當中，幾乎一半在賓夕法尼亞州。除 。一年兩千多的醫療保險在美國實在
了匹茲堡大學之外，還有賓夕法尼亞 算不 上很貴，但是一旦生病的話，沒
理工大學、坦普大學。賓州州立大學的 有保險看一個簡單的感冒發燒都要四
4 個校區也分別榜上有名，其學費均高 、五百美元，更別說其它的了
於 1.4 萬美元。
三、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助學金、貸
2015 年 USNEWS 美國大學綜合 款、和勤工儉學

1、基 於 成 就 的 獎 學 金 （Merit
Based scholarship ）
這有點類似中國的獎學金。美國
有部分大學提供這類獎學金，其中包
括：約翰霍普金斯、杜克大學、南加州
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
大學等。學生需 要額外單獨申請這一
類獎學金（寫申請作文，提供推薦信
等）
。但這些年經濟不好，這類獎學金
嚴重縮水，而且競爭慘烈，入校後的四
年之內要保住這一類獎學金的話，還
必須保持一定的成績（GPA）和其他
的附帶條件。
２、基 於 需 求 的 獎 學 金 （Need
Based Scholarship ）這有點像中國的助
學金，美國大多數的學校都提供這種
獎學金，只要夠錄取標準，是否獲得這
種獎學金只取決於家庭條件，與學習
成績，才藝，體育表現等無關，但國內
媒體常一鍋粥把它也稱為獎學金。美
國幾乎所有的常春藤盟校、斯坦福、
MIT、加州理工等只設立這種基於需
求的獎學金，而沒有基於成就的獎學

金。非常 值得意的是，這幾年這種獎
學金也在嚴重縮水，美國學生能拿到
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頒給國際學生
已經招來美國學生的抗議和媒體的關
注，因為在美國納稅人的權 益是不容
侵犯的，所以對中國留學生的前景極
不樂觀。
３、貸款
這是需要償
還的資助，所以對
國際學生來說基
本上是不大可能
的。
４、勤工儉學
學生簽證是
不准在校園外打
工的，一旦違反被
發現的話，會直接
被吊銷學生簽證，
因為這觸犯了移
民法。在校園裡打
工是允許的，但在
校園找工作是和

美國孩子在競爭，語言和經驗都處於
劣勢；而且，以我幾年來每學期帶將近
20 個學生助理的經歷來看，美國學生
一個星期工作 10 個小時已經有點力
不從心，要是工作 20 個小時的話，對
語言尚有壓力的外國學生來說，能保
持住不錯的成績簡直是不可能的。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1231E 簡

國人對美國大學的 4 大誤解
sipGirl 裏 面 的場合需要出席。
打扮得時尚
而 精 緻 的 學 誤區二：美國大學招生是擇優錄取的
生們，晚上忙
大學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
于 應 付 各 種 ，而是全面發展的班級。每個學校每個專業都想
各 樣 的 夜 生 同時出現幾個會刻苦鑽研學術的書呆子、幾個
活。實 際 上， 體育健將、幾個音樂天才、幾個未來的演員、幾
多 數 大 學 都 個老爸可以為學校捐出一間校舍的富二代、幾
坐 落 在 小 鎮 個校友推薦的孩子……如果你只是一個出色的
上，學生們主 申請者，但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人群，那麼你申
要 的 時 間 都 請名校也許困難重重。
在圖書館裏
據一些招生官透露，很多提前錄取的名額
和 同 學 一 起 其實是為體育或者其它特長生預留的。越來越
跟 考 試 或 論 多的招生專員會考慮你有沒有能力全額支付學
文做鬥爭。閑 費。當兩個條件相近的學生，一個需要申請獎助
暇 時 會 在 校 學金，而另一個家庭富有到完全能夠支付學費，
園 的 大 草 坪 二選一的話，精美厚實的錄取包裹一定會寄給
上野餐、休憩 後者。一些名校已經勇敢的站出來承認自己在
、玩飛盤。
錄取學生的過程中做不到百分百需求回避的。
常看美
也有好消息，對于那些有能力支付全額學
有些學生去美國留學後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劇的同學可能會覺得，美國人很開放，衣著暴露
費——尤其是國際生家庭來說，獲得頂尖大學
留學生活，一方面是自身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 、光鮮亮麗。當你真正踏入大學校園的時候，你
錄取的概率一年比一年高。當然，這一切都是建
還是美國大學生活可能和想像的有很多不同， 會發現盛裝打扮的自己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學
立在國際生需要支付更多學費，學校由此可以
導致學生很難適應。下面為大家總結一下學生 生們最稀鬆平常的衣服大概就是從校園商店買
帶來更多收入的基礎上。
對美國大學認識四大誤區，希望能幫助大家儘 來的有大大的校名標識的棉質 T 恤、連帽衫、牛
快適應美國留學生活。
仔褲。腳下則一年四季都是人字拖或冬天的雪 誤區三：美國大學學業很輕鬆
地靴。他們的宗旨就是舒適和隨意，有時看起來
有人說，美國的教育是快樂教育，學生不做
誤區一：大學是一個開放時尚的地方
邋遢也無所謂。如果哪一天你精心打扮出門，一 作業，課業負擔很輕，所以美國人整天 party 不
一說到美國大學，腦海裏浮現的就是 Gos- 定會有人停下來贊嘆你的著裝，認為你有重要
上課也不學習，而中國人則很努力。實際上，美

全世界最貴的
7 個大學文憑
美國學生貸款高達 1.2 萬億，
比美國的車貸或信用卡欠貸都高
。但教育意味著更好的未來前途，
因此就算代價沉重，學生們也盡
一切可能地獲取想要的文憑。而
據《商業內幕》的調查，那些需要
學生付出高昂的學費才能獲取的
文憑中不少都是由美國大學提供
的，從商科到醫學專業研究生學
歷文憑，也有藝術、音樂方面的本
科學歷文憑。
《商業內幕》還總結
出 7 個全世界最貴的學歷文憑，其
中 6 個為美國大學提供，而所列出
來的費用僅僅為學費，不含書本、

學雜、生活費等。
1、劍 橋 大 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學 歷 文 憑：商 科 博 士（Doctor of
Business）
4 年學費：$332,000
2、巴德學院（Bard College）
學歷文憑：音樂學士（Bachelor of
Music）
5 年學費：$253,520
3、塔夫茨學院醫學（Tufts School
of Medicine）
學 歷 文 憑：醫 學 博 士（Doctor of
Medicine）

4 年 學 費：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238,056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哥 倫 比 學 歷 文 憑：行 政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亞 大 學 醫 （Executive MBA）
學 院（Co- 2 年學費：$192,900
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學歷文憑：
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4 年學費：$230,536
5、哈 威 穆 德 學 院（Harvey Mudd
College）
學歷文憑：科學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4 年學費：$209,532
6、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
學歷文憑：藝術學士（Bachelor of
Arts）
4 年學費：$204,784
7、賓 夕 法 尼 亞 大 學 沃 頓 商 學 院

國大學的課業相當繁重。
不少學生一天只能睡四
五個小時，就為了完成大
量的課後作業和參加課
外活動。
美國大學生同樣很
努力，他們深知美國大學
是“寬進嚴出”的，因此對學習的認真態度十分
單純。首先，上課的出勤率很高。因為每一節課
的內容豐富而且信息含量很大，所以逃課這種
現象是及其少見的，而且有的老師會注銷那些
經常缺課的學生名單。課後學習也是重要部分，
常常凌晨一兩點，你還能看見用功的學生在圖
書館裏對著電腦手指如飛地敲打著鍵盤寫論文
。考試期間更是如此，所有人都像是和時間賽跑
一樣，恨不得沒分每秒都能有效率的吸收一些
東西，在圖書館打地鋪的更是數不勝數。

誤區四：校園生活很自由
美國以其民主、自由而聞名于世。許多人以
為，那就是行為可以非常放任，沒有什麼約束。
其實這是對“自由”的錯誤理解。在美國的校園
裏，不能稱女老師為“先生”
。
這和中國稱“宋慶齡先生”實屬尊稱情況完
全不同。也不能照漢英字典裏稱黑人同學為 Negro,否則會投訴你種族歧視。也不要和同性閨蜜
一起跳舞、手挽手、或者晚上睡在一張床上，會
被誤以為同性戀。
大學生談戀愛在美國校園非常普遍，但無
論他們在酒吧和派對上怎樣如膠似漆、卿卿我
我，在課堂上還是很守規矩的。情侶間的親昵動
作不光在課堂上很少見，在圖書館裏和草坪上
也很少見。美國人把公眾場合的親熱行為叫做
PDA[PublicDisplayofAffection]，知書達理的人對
PDA 都比較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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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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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WJ 2019 /

ZZT05252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Nam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Monday, January 07, 2019

A10

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9 年 1 月 07 日

Monday, January 07, 2019

A11

开放中国

2019 ，开 放 利 好 加 快 释 放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扩大进出口贸易、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进入 2019 年，一系列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陆续落地，开放领域的利好正加快释放。

业享受公平待遇，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的吸引
力。彭博社刊文称，该草案将保护外国投资者的知
识产权。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草案有望替代“外
资三法”，成为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为扩
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提供法律保障。

调整进出口关税稳外贸
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
口环节制度性成本。
就在会议闭幕后不久，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
出口关税进行调整。此次调整都有哪些看点？
首先看进口。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 706 项商
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包括取消氯化亚砜、新能
源汽车用锂离子电池单体的进口暂定税率，继续
对国内发展亟需的航空发动机、汽车生产线焊接
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天然饲草、天然铀等资源性
产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
同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中国与新西兰、秘
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
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国家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
此外，2019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还将对 298 项
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四步降税，同
时取消 14 项信息技术产品进口暂定税率，缩小 1 项
进口暂定税率适用范围。
再看出口。为适应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需
要，促进能源资源产业的结构调整、提质增效，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化肥、磷灰石、铁矿砂、
矿渣、煤焦油、木浆等 94 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
税。
相关人士认为，这样的调整不仅有利于发挥
好关税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
重要职能，有利于统筹协调国内相关产业均衡发
展，也有利于推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成果，促
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扩围

2019 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图为在负责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技术开发的亿通公司本部大楼，工作
人员介绍中国 （上海）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相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场馆——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精心办好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日前，一份以“中国人看世界”为题进行的年
度民意调查显示，在 2019 年将发生的一些国际事
件中，中国民众对哪些最感兴趣？调查显示，受访
者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提及率最高。
对于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这将是 2019
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共建“一带一路”
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2017 年 5 月，我们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世界各国共同规划合作
蓝图，启动了多边合作进程。在首届高峰论坛上，
很多外国领导人要求高峰论坛定期举办。为此，我
们将于 2019 年 4 月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目前筹备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我们要在第一届论坛提出的
‘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打
出‘三高’即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的理念。我
们有信心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实现这一追求。”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日前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朋友圈”不断扩
大，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又有 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文件总
数达到 140 多个。同时，一大批“一带一路”重点
合作项目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
市场合作也在积极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
2019 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有望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内部争端解决
机制的建立，将把更多双边意向、区域性共识转化
为切实的市场、法律、保障和风险评估机制。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皮特洛表示，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抬头、不确定性增强，这不利于
全球金融、贸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欢迎。

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是
满足其品质化多元化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渠道。
如今，这一领域也传来好消息：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提高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扩大清单范围。
税收政策调整方面，一是将年度交易限值由
每人每年 20000 元提高至 26000 元，今后随居民收
入提高相机调高。二是将单次交易限值由 2000 元
提高至 5000 元，同时明确完税价格超过单次交易
首届进口博览会没过够瘾的企业和消费者，
限值但低于年度交易限值，且订单下仅一件商品
2019 年可以到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上去“买买买”。
时，可以自跨境电商零售渠道进口，按照货物税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不少看点——
率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交
展览面积将扩大。在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展览布
易额计入年度交易总额。三是明确已经购买的跨
局和规模方面，继续包括国家综合展、企业商业展
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
和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其中，总展览面积将超过首
商品清单方面，将部分近年来消费需求比较
届规模，国家综合展展览面积 3 万平方米，展示贸
旺盛的商品纳入清单商品范围，增加了 63 个税目
易投资领域有关情况，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图为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梦想舍自家烘焙咖啡馆，店员为客人冲调来自埃
商品。
产业状况、投资旅游以及各国有特色的产品，只展
塞俄比亚的咖啡。
新华社记者 程 丽摄
这 63 个税目商品主要涉及部分食品、纺织服
示不成交。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根据展商需求会比
装、鞋靴、首饰、小家电、文体用品、健身器材
首届增加，设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务等 5
等商品类别，不仅包括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
个板块 7 个展区。
酒、望远镜、电子游戏机、滑雪靴、旱冰鞋等，还涵盖了蒸汽眼
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支持力度不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表示，论
罩、家用粉尘仪、剃须刀刀头等国内“网红”商品。
月 24 日。
坛仍然包括主论坛和若干分论坛，参会嘉宾规格、规模力争超过
财政部关税司司长冯晋平指出，上述政策的调整，是对 2016
为积极促进外商投资，草案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首届。在政策支持方面，保持首届支持力度不减，并根据新形势
年出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的延续和完善，是扩大开放更大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
和新要求，推动有关部门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措施。
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同时针对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商品多
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和政府
上千家企业已报名。首届进口博览会闭幕以来一个多月，已
样化、更新快的特点，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这些特点， 采购活动，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券
有超过 1000 家企业报名，进口博览局与一批最具产业代表性的企
并综合考虑整个跨境电商发展、消费者需求、监管条件等情况， 等证券以及其他方式进行融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法定权
业正式签约。已签约企业中，有不少首次参展的企业，世界 500 强
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清单适时进行调整。
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和行业龙头企业占了相当大比例。
为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草案从四个方面作了规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巴拿马推介会上，巴拿马
定，其中第一个就是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草案规定，国
投资促进局局长阿巴登·谷恩介绍，在首届进口博览会上巴拿马
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基于自愿
参 展 企 业 收 获 巨 大 ， 取 得 了 3000 多 万 美 元 成 交 额 的 骄 人 成 绩 。
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
他当场宣布，第二届参展面积将扩大一倍，企业数量也增加一
进出口之外，外商投资也是利好多多。部署 2019 年经济工作时， 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
此外，草案还规定，强化对涉及外商投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
“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个开创性的合作大平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 约束，促使地方政府守约践诺，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维权机制。
台，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实现世界各国 （地区） 之间建立开放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一出即引起了外媒的广泛关注：英国
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为
日前，中国人大网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草 《金融时报》 报道称，草案旨在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确保外资企
经济全球化提供强劲动力。”孙成海说。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来了

外商投资迎统一基础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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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消費者在經濟放緩的刺激下，
中國消費者在經濟放緩的刺激下
，咬了蘋果一口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路透社北京/上海 2019-1-3 訊）上海學生徐燁(音譯)去年想
買一部新 iPhone，但在蘋果公司的旗艦店買不起，所以她選擇了一部用了三年的舊 iPhone 6S，
價格還不到新機的三分之一。
這樁交易讓 22 歲的徐燁成為眾多被高價阻擋的消費者之一，他們求助於中國快速增長的二手
手機市場，通過短信應用進行交易，並把錢花在從未接觸過蘋果的產品上。
“我認為像我這樣的不太富裕的消費者對這類二手市場有著真正的需求，”徐燁說。
二手手機市場的趨勢增加了蘋果在這個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市場所面臨的挑戰。長期以來，蘋
果一直在中國本土高端低價手機製造商的競爭中節節敗退，比如市場領軍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 Ltd .)。
2009 年，首批 iphone 在中國上市，為蘋果帶來了創紀錄的利潤。但去年推出的這款有史以來
最昂貴的手機售價為人民幣 9,599 元(合 1,397 美元)，適逢經濟低迷和智能手機市場放緩，同時中
美關係不斷惡化。貿易關係的緊張促進了對當地競爭對手的支持。
iPhone 在中國的糟糕銷售，促使蘋果(Apple)週三下調了 10 多年來的季度營收預期，這對蘋果
及其供應商的股價造成了打擊。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將此歸咎於貿易戰和經濟
放緩。
庫克說:“我們沒有預見到經濟減速的幅度，尤其是在大中華地區。”
過去一年，包括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和搜索引擎提供商百
度 Inc 在內的幾家中國領先科技公司也下調了預期，它們都以貿易戰的影響為理由。
與此同時，消費者信心自去年年中以來大幅下降，其影響波及整個經濟，從整體零售數據到
票房收入和汽車銷售。
隨著消費者信心下降，經濟持續放緩，分析師表示，二手智能手機市場只能擴張。中國的大
數據挖掘和商業應用行業的領導者艾媒集團（iiMedia Research）預計，2019 年二手智能手機用
戶將達到 1.44 億，較去年增長三分之一。
國際數據公司（IDC）駐新加坡的高級研究經理 Kiranjeet Kaur 表示:“宏觀環境對蘋果不利。”
“人們的消費能力正在下降。”
在北京西部的科技區，一家手機翻新公司的一名姓周的員工說，她發現越來越多的用戶希望
升級舊 iphone，而不是購買新 iphone。
一位微博用戶在談到蘋果最新的操作系統時表示:“相當多的人選擇更換電池，升級到 iOS 12
，繼續使用老款 iphone。”

中國市場上流行
購買國貨的浪潮。
週四，新浪微博
(Weibo) 上 的 熱 門 話
題大多將曾經是身份
象徵的奢侈品銷量下
滑歸咎於價格，一些
評論帶有愛國主義傾
向。
“只有傻瓜才會
買昂貴的 iphone。”
有理智的人會購買質
量一流、價格低廉的
華為。 “支持中國品
牌!”
過去一年，隨著
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
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
（Apple
Apple）
）總部
總部。
。
進口關稅，中國對本
土智能手機品牌的支持勢頭增強。網民的反應是呼籲抵制蘋果公司——這家被廣泛認為是美國代
表的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數據顯示，2018 年年初，蘋果的市場份額為 15%，但同年 7 月至 9
月，這一比例已降至 9%左右。華為的高端手機零售價是排名第五的蘋果的 70%，其市場份額從
20%上升到 23%。
在加拿大應美國要求逮捕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後，這家中國手機製造商上個月獲得了進一步的
支持。
週四，在北京王府井商業區的一家蘋果專賣店裡，時尚工作者張麗筠(音譯)正在考慮購買一部
iPhone X 或與其競爭的華為 P20 手機，它運行在 Alphabet Inc 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統。
“我覺得 iPhone X 的價格太高了，”她說到。 “過去兩年，華為一直在發展壯大，或許是因
為人們對支持本土品牌的意識增強了。”
），以及曾經擔任過哈里斯
郡警察署長的阿德里安.加西
亞 （Adrian Garcia） ， 這 次
成為民選哈里斯郡議員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Precinct 2）。
莉娜. 何達爾戈（Lina Hidalgo）被選為 Harris County Judge。從字面上看，這是位郡法官，
其實不然。 2018 年 7 月 12 日在休斯敦市政府大樓
正在召開為 2019 年 1 月 21 日舉行馬丁.路德.金大
遊行的造勢活動，記者採訪了莉娜. 伊達爾戈。當
時她正在為競選 Harris County Judge 積極準備。
對於這個職位她是這樣描述的：哈里斯郡的最高
行政官員，主管郡政府的預算。對於政府預算，
她認為關係到交通、教育。關係到洪水管理，一
定要在洪水到來之前做好準備，而不僅僅是洪水
來了之後去領導抗洪。政府預算不僅僅是錢的去
向，更重要的價值取向。怎樣讓本地區的經濟持
續增長，怎樣讓學齡前的兒童健康成長，都是她
這個職位要面臨的問題。
看來，Harris County Judge 這個職位不必管
打官司的事，那自有刑事、民事法官管著。作為
哈里斯郡的最高行政官員，稱她為哈里斯郡的郡
長，更為貼切。
如果以人口排序，哈里斯郡是美國第三大的
郡。 27 歲的莉娜.何達爾戈以前沒有當過任何一級
的政府官員，她是第一位擔任該職位的拉丁語裔
人，也是第一位女性郡長，她行嗎？
2018 年的 10 月 25 日，正是處在競選的緊張
時期。莉娜.何達爾戈隨同其他民主黨的候選人來

新上任的哈里斯郡郡長
監護庭以及哈
里斯郡警察署
等不同單位，
宣誓就職。
宣誓就職現
場聚集了 8、9
百人。中間的
一大塊區域設
定為家屬專區
，這些官員的
親屬坐在離主
席台最近的位
置，與台上宣
誓就職的親人
共度佳節。
盛大郡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現場。
盛大郡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現場
。
新當選的的
【本報訊/ 鄧潤京】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 官員有六位。 27 歲的莉娜.何達爾戈（Lina Hidal2019 年的一月一日元旦，對於新當選的哈里斯郡 go）是其中之一。另外五位分別是：哈里斯郡書
（Harris County）政府官員來講，既是一個合家 記官（Harris County District Clerk）瑪麗蓮.伯吉
歡聚的日子，更是一個重要的公務活動。可謂公 斯（Marilyn Burgess），哈里斯郡財務長（Har私結合。
ris county Treasurer） 迪 倫. 奧 斯 本 (Dylan Os這天中午，在休斯敦的瑞蘭特體育場 （NRG borne)， 哈 里 斯 郡 地 區 書 記 官 （Harris County
Stadium）舉行盛大郡政府宣誓就職儀式。郡政府 District Clerk）黛安.特拉特曼（Dr. Diane Traut的民選官員七、八十位悉數到場，並分別按照刑 man），哈里斯郡議員（Harris County Commis事庭、上訴庭、民事庭、家庭法庭、少年法庭、 sioner，Precinct 4）傑克.卡格爾（R. Jack Cagle

到美南傳媒集團的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競選
造勢。在接受采訪時，她首先用中文說： “您好
，我叫莉娜。Harris County Judge 的候選人。”
她的聲音親切而富有感染力，她說，我將代表所
有哈里斯郡的居民來面對將要來臨的洪水，將來
會有的交通堵塞，以及我們未來的經濟。哈里斯
郡政府控制著 50 億美元的年預算。我們有巨大的
機會，將代表本地區各個族裔的民眾，奔向美好
未來。各位，從家裡走出來，這是你的機會做出
選擇，不要忘記你的民主權利，11 月 6 日是最終
選舉日。投莉娜一票，讓哈里斯郡變成智慧的，
成功的，在洪水到來之前是做好準備的。
最後，莉娜.何達爾戈又用中文說：“現在，
來投票，謝謝。”
2019 年的 1 月 1 日，莉娜.何達爾戈（Lina Hidalgo）作為哈里斯郡的最高行政官員宣誓就職並
發表主旨演講。她的聲音仍然那樣親切和富有感
染力。她首先感謝坐在主席台上的七、八十位郡
政府的官員，沒有他們的共同努力，郡政府不可
能運轉順利。和這些人相比，莉娜沒有從政經驗
。但是，莉娜堅信，她有人民的信任。從今往後
，莉娜將代表所有的居民，不管是出來投票的還
是沒有投票的，來面對未來的挑戰。為了本郡民
眾的切身利益，莉娜.何達爾戈郡長也未必一定要
顧及華盛頓的旨意。郡政府有 50 億的預算，問題
是要如何做得更好。要如何做到經濟更快的成長
和社區更加的安全。
新的一屆郡政府正式上路了。在新的郡長帶
領下，一定會有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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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圓滿成功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於 2018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在 5445
W Alabama St., Houston,TX. 77056 的 休 斯 頓 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隆重舉行，約 180 位中、外小朋友及
非華裔成人參與。這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組
的大力支持，由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 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華夏中文學校、休斯頓獨立學區孔子學院、
楊萬青博士教育基金、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美中文化
教育基金、龍學天下教育學院協辦。名譽主席楊萬青博士，中
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校長張兆麟，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評委王
翊帆、席曉春、鄧潤京，義工胡新曙等，參賽者，家長們出席
11 月 4 日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
區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 盛會。
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表示，語言是交際的工具，為
提高各族裔學習，使用中文的興趣，增強說中文的能力，促進
中美之間多元文化的交流，舉行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
演講比賽」 ，提高中文的使用能力，是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
比賽的宗旨。這項比賽創辦於 2002 年，今年是第十七屆。十幾
年來，是參賽者、家長、老師、評委及義工等無數人的手托起
了這個平台。學習中文的華裔、非華裔，無論孩子和成人都可
以在這個平台上展示自己使用中文表達的能力，同時，參賽者
的心理素質及綜合素質也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這次比賽新增一
項 「星光獎」 ，以獎勵參加了九次比賽的趙玄文，參加了七次
比賽的趙樂文，以及多年來支持子女參加比賽的父母。感謝
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張兆麟校長提供場地，名
譽主席楊萬青博士贊助獎杯。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籌辦
單位感謝熱心中華文化事業的公司、團體、協會、義工們及楊
萬清博士個人的鼎力贊助托起這次演講比賽的平台。名譽主席
楊萬青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校長張兆麟在會上紛紛致勉勵詞，
並感謝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十七年來辛勤付出。演講比
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頒發鼎力支持感謝獎給 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校長張兆麟及名譽主席楊萬青博士。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使用語言為普通話即
國語。參賽者分組：5-7 歲組，8-11 歲組，12-18 歲組，高級
組是曾在中國讀過小學四年級以上的青少年；非華裔分為三個

鄧潤京主持人，楊萬青名譽主席
鄧潤京主持人，
楊萬青名譽主席，
，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
中文演講比賽星光獎」」 頒獎人楊復
中文演講比賽星光獎
頒獎人楊復、
、趙啟男
趙啟男（
（左三
左三、
、右二
右二）
）
，得獎者趙玄文
得獎者趙玄文（
（左四
左四）、
）、趙樂文
趙樂文（
（左五
左五），
），趙曉東
趙曉東（
（右四
）、張佳莉夫婦
）、
張佳莉夫婦（
（右三
右三），
），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
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
（右
一）歡聚一堂
歡聚一堂。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組，小學組；初中高中組；成人組。演講時間：每人 3 分鐘，
約 500 字。幼兒組以講故事為主，1-2 分鐘。演講題目： 「做
更好的自己」 ，你可以滿心喜悅的面對自己，只要努力，你就
可以做得更好。美好的社會是由美好的個人組成的。 「人工智
能」 ，談談你所知道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距
離不再遙遠」 ，學會中文就像多了一把鑰匙。有了這把鑰匙，
距離不再遙遠。參賽者也可以自擬其它題目演講，內容具體，
直奔主題，要有說明力和感染力。本項演講比賽評委由中國語
言文學藝術專家組成。為了力求公平，評委都不在中文學校任
教。比賽根據語音標準、表達準確、主題突出、表情儀態、總
體效果評獎。一、二、三等獎獲得者，榮獲獎狀、獎杯及獎金
，優秀獎獲得獎狀、獎杯。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
比賽頒獎典禮」 由鄧潤京主持，名譽主席楊萬青博士，中國人
活 動 中 心 執 行 長 范 玉 新 博 士 ， Mandarin lmmersion magnet
School 張兆麟校長，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貴賓，評委
王翊帆、席曉春等擔任頒獎嘉賓。今年特別頒獎給 9 年來持續
參加比賽的趙玄文及其妹妹 7 年來持續參加比賽的趙樂文 「星
光獎」 。會上各組第一名將演講內容再次說給大家，由名主持
人鄧潤京講評。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今天，我在這
兒頒發本次大
賽的《星光獎
》。
《星光獎》是一個特別獎，它頒發給為了提高中文演講和朗
誦水平做出持久努力的語言活動積極參與者。
星光是明亮的，意味著你擁有明確的目標理想和願景 。趙

《星光獎
星光獎》
》頒獎詞 作者 楊復
頒獎人 楊復 趙啟男

鄧潤京主持人，
鄧潤京主持人
，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
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
，演講比賽負責
人董思奇老師，
人董思奇老師
， 席曉春
席曉春、
、 王翊帆等評委
王翊帆等評委，
， Mandarin ImmerImmer-

sion magnet School 張兆麟校長頒獎後與 「第十七屆大休斯頓
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5- 7 歲組一等獎
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歲組一等獎、
、二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三等獎、
、優秀
獎獲獎小朋友們合影。
獎獲獎小朋友們合影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鄧潤京主持人，
鄧潤京主持人
，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
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
（左三
左三），
），Man
Man-

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張兆麟校長頒獎後與 「第十七
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12
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
12-18 歲一等獎 Rachel Gai(左
Gai(左

二），
），二等獎趙玄文
二等獎趙玄文（
（左四
左四），
），三等獎趙樂文等獲獎者合影
三等獎趙樂文等獲獎者合影。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玄文、
趙樂文
和媽媽
張佳莉
、爸爸趙曉東，你們一家，熱愛祖國語言文學，熱心中華傳統文
化，把繼承發揚中華文化作為目標理想。這個目標成為提高自己
的動力。
星光是純真的，純就純在不為物慾利益，一心追求提高自身
的素質。提高綜合素質，提高心理素質，提高中文使用能力和語
言表達能力就是他們參與中文演講比賽的真心。
星光是永久的，這意味著為了真心的追求付出不懈的努力，

父母支持二個孩子多年來堅持參加每一場比賽，趙玄文參加了九
次比賽、趙樂文參加了七次比賽！獲獎是激勵，沒獲獎也是激勵
。他們的堅持不懈可為人榜樣。他告訴人們，只有堅持不懈，才
能得到最終成功。
星光是奪目的，耀眼星光象徵著豐碩的收穫。熱愛祖國語言
文學，熱心中華傳統文化，積極參加中華文化活動，增強對中華
民族的感情，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必然擁有燦爛的前程。
星星雖小，志向遠大！星光熠熠，燦爛照人！
我們祝愿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家庭都能充分享受中華民族文化
的精華，沐浴中華文化傳統的熏陶，健康快樂成長，像明亮的星
星發出耀眼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