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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認證★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全包價)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7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佛州、美国境内游

暑假親子游全面折扣高達12%
阿拉斯加遊輪/西雅圖星光火車/加拿大洛基山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希臘 北極光 非洲 中南美州 土耳其 馬爾代夫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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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2%

$170 中國簽證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美國去年因堵車過億
美元
品牌藥於仿製藥PK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219_4分之1版簡

中國人仍將美國看作是一個安全港，在這
裏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資產存起來，不僅為了他
們的錢，也為了他們孩子的未來！

據美國媒體報道，全美房地產經紀商協會
（NAR）的數據顯示，中國投資者連續第六年成
為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最大海外買家，在數量和
金額方面都是如此。現在，他們正將觸角擴大到
新的、更低的價格層次。

NAR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雲表示，經歷
了2017年的高速增長後，外國人最近在美國房

地產的交易行為出現了降溫，幾乎又跌回了
2016年的水平。

在2017年4月～2018年3月，中國人購買
的美國住宅金額高達304億美元，同比去年微
降了4%，接近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的25%。

在2018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利率攀升遏制
了住房再融資活動的增長勢頭，打擊了買方市
場，導致房價上漲步伐放緩。

在五大外國買家來源國中，印度人申請美
國房貸的比例最高，約78%，而加拿大人選擇全
款買的比例最高為78%。中國有58%的人在美
國選擇全款買房，37%的人申請了美國貸款。

美國幾家銀行現在專門為中國買家提供服
務。根據房地產經紀人的數據，一套賣給中國買
家的住宅價格中值從2017年的53萬美元降至
2018年的43.9萬美元。加州仍然是中國買家的
最愛。但是，大多數外國買家仍在使用現金。

數據顯示，52%的外國買家購房目的為自
住。除了自住，中國人最普遍的購房目的是為了
子女的教育。69%的中國買家在美國買了獨棟

的房子，17%的中國買家買了公寓，10%的人買
了聯排別墅，1%的人買了土地自己造房。

美國樓市次貸危機後，美聯儲開啟美元印
鈔機閘門，向市場釋放了資金流動性，在使美國
金融市場度過難關的同時，也推動著美國樓市
再度上行。在這一過程中，全球熱錢也紛紛流入
美國樓市，一度為全球投資者製造了樓市盛宴。
(取材網路)

美國樓市裡的中國買家美國樓市裡的中國買家：：
美國仍是一個安全港美國仍是一個安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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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土地私有制國家，房地產市場完全按市場規律運作，
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很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上，政府與所有其它
業主一樣，也是一個普通的業主，遵守同樣的游戲規則。在與房
地產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中，政府的作用：
管規劃，通過規劃規定每一塊土地的用途，建築類型、高度、密度
，進行土地管制；
管理房地產從業人員，主要是通過房地產經紀人和銷售人員的
考試發牌制度和房地產估價人員的發牌制度規範房地產市場；
依法徵稅；
為公眾利益行駛警察權力。

除此之外，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管理沒有其它職能，房地產活
動完全按市場規律辦事，既不審查開發公司的資格，也不發房地
產證。

（一）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權力
政府對土地的管轄權力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徵稅(taxation)：
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要徵收地稅。地稅是美國的主要稅種之

一，也是調控土地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通過徵收地稅，可以調
控土地的占用情况，阻止亂占地、占好地、占大地等行為。在紐約
等美國主要城市，隨處可以見到一些沒人住的破敗房屋（稱為棄
屋），這許多是因為地稅太重，業主無力負擔而主動放棄產權的

“祖屋”，最後這些土地將被收歸國有。有些人繼承了祖宗留下的
大片土地，如果這些土地賣不出去，而且這些人的收入又不富有
的話，最後也往往是因付不起地稅，而不得不放棄產權，這些土
地最終將變成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土地。地稅一般歸地方政府
所有，主要用于教育開支，一個社區的教育質量是决定地稅高低
的主權因素之一。

警察權（police power）：
政府在土地管理方面的警察權力一般是指政府出于公眾利

益的需要，對土地利用進行管制。警察權力通過法律體現，主要
法律包括環境保護法規、規劃法規、建築法規、租賃法規等。

強制徵用（Eminent domain）:
當為了公眾利益徵用土地時，在與業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

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向法庭申請強制徵用，強制徵用要符合三個
條件：一是由法庭裁定土地徵用確是為了公眾利益，二是業主得
到了合理補償，三是已有足夠的法律程序保護業主的權益。

承受無人繼承不動產的權利（Escheat）：
當房地產所有人死亡後，無法定繼承人而且未留下處置房

地產的遺囑，那麼不動產將歸政府所有。

（二）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
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規劃和規劃法規來

實現的。主要的規劃建築法規有：

總體規劃（master plan）：
總體規劃由市或縣一級政府制定，主要規劃一個地區的發展目
標，協調社會、經濟、環境等關係。

分區條例（Zoning ordinance）：
分區條例即法定圖則，是總體規劃的法律化，總體規劃通過

分區條例發生法律效力。分區條例規定了一個地區土地的用途、
地塊大小、建築的類型、建築高度、建築密度、建築離道路的距離
等。

建築法典（Building Codes）：
建築法典主要規定建築的標準和準則，如建築材料要求、衛

生設施、配電設施、防火標準等等。根據建築法典的要求，新建
建築或改建原有建築都必須獲得《建築法規證》方可施工，新建
的建築物完工後經驗收合格，獲得《占用證》（certificate of oc-
cupancy），改建的建築物完工後經驗收合格，則獲發《合格證》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地塊劃分規則（subdivision regulations）：
地塊劃分規則主要是控制住宅用地的劃分。因為美國的家

庭住宅一般都是一戶一幢的，每一戶都單獨占一塊地，因此有
專門的法律規定地塊如何劃分，以確保小區環境優美、生活安
全舒適。地塊劃分規則主要規定地塊的大小、分布、坡度、街道
的寬度、建築退紅線要求、市政設施的安裝、公共用地的面積等
等。

除了規劃法規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外，環境保護法律也對土
地利用有嚴格的約束。

私人對土地利用的控制
除了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外除了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外，，私人業主和土地分割商等私人業主和土地分割商等

在轉讓土地時往往也設定一些對土地用途的限制條件在轉讓土地時往往也設定一些對土地用途的限制條件，，這些限這些限
制條件一般用契約的形式規定制條件一般用契約的形式規定，，如如““在這塊地上不能建設建築面在這塊地上不能建設建築面
積小于積小于20002000平方英尺的住宅平方英尺的住宅””等等。。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私人對土地用途私人對土地用途
的限制契約都到登記機關登記的限制契約都到登記機關登記，，對今後的後續受讓人都有約束對今後的後續受讓人都有約束
力力。。
((取材網路取材網路))

美國政府是如何管理美國房產的美國政府是如何管理美國房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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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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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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速，全球範圍內的
資本流通已經成為了世界投資的主流模式。“全
球化”不單單是指資產配置的深度和廣度，更包
含了進行資產配置的用戶畫像，在房產投資領
域，這一趨勢已經當之無愧地占據主流之地。

三年來，全球房產投資總額保持穩定趨勢，
但跨境房產投資領域卻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

在跨境房產投資領域，以下幾點成為了重
要動因：
① 越來越低的信貸門檻
② 與國債相比，較高的投資收益率
③ 就美國投資者而言，美元的硬實力使其走出
國門進行全球投資
④ 亞洲國家實力不斷提升，大量投資者涌現

在跨境房產投資目的地的選擇上，也因投
資者的原國籍而异，表現有所不同，比如，美國
投資者去年購買的外國房地產主要在歐洲, 而
中國投資者更加青睞美國、泰國等地。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中國進入
了全面加速的資產整合浪潮中，越來越多的國
內投資者意識到全球資產配置的重要性。大到
國家“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小到企
業跨境投資並購和個人投資者的海外投資，進
行海外資產配置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

全球資產配置時代，房地產成主流

對于投資者而言，他們
需要看到的是投資穩定、並
可以預見得到的、良好的回
報率。

儘管投資者也在債券
資產或其他另類金融投資
產品上下注，但出于對國際
銀行體系的穩健性的擔憂，
加之普遍預期美聯儲將提
高利率，諸多因素使得房地
產成為好的投資產品。過去
數年的歷史表明在利率上
漲的環境下，房地產增值的
空間可以跑贏通脹。

根據資料顯示，2015年
中國資本投資到海外房地產的資金總額達300
億美元，相當于2014年的兩倍。這個數字在2015
年前10個月就已超過2014年的全年總額(151億
美元)，與2009年相比，增加了50倍。不難發現，
中國資本海外房地產投資增幅驚人。

全球房產投資趨勢明顯
有史以來，全球挖掘出的所有黃金的價值

達6.5萬億美元，但是與全球房地產總值相比黯
然失色；

全球股票跟證券化債務的總價值高達170
萬億美元，然而與全球房地產總之相比也是小
巫見大巫。

中國全球房產投資動機
自用43%

富有的中國人在國外購買房產的人占52%
，為了能夠體驗更好的生活環境，中國投資者會
選擇國力雄厚或者各方面配備上乘的國家去居
住生活。在區域選擇上，他們喜歡學校區，23%
的人喜歡CBD，17%的熱衷于華人社區。

移民55.6%
曾幾何時，移民成為了當下時代的潮流。很

多的的中國投資者為了移民而購房，因為很多
國外的社會福利十分健全，且在購房、購車、
孩子上學方面都有許多優勢，並享有和本地
人一樣的醫療服務。關鍵是，很多國家的購房
移民門檻低、程序簡單、周期短，一人申請，全
家獲簽。

投資60%
在全球股市動蕩不堪，各國貨幣貶值不

斷的現階段，錢放在哪裏不會貶值，是當下投
資者最為關注的話題。因此會有很大一部分
投資者將海外房產投資作為資產保值的一種
手段，同時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房產市場十分
火爆，投資回報率頗高，因此也在吸引著更多
的投資者進入投資市場。

教育83%

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
生活質量的改善，人們越來
越注重孩子的教育問題。把
孩子送出國外留學的中國父
母越來越多，孩子出國的年
齡也越來越早，因此產生了
國外學區房的需求。不僅可
以讓孩子有一個良好的讀書
環境，同時也能夠作為一種
保值的資產，性價比頗高。
資料來源：NAR：2017美國國
際房地產活動概况；胡潤報
告《中國奢侈品消費調查
2017》；胡潤報告《移民與中國高淨值人群 2016》
；胡潤報告《移民與中國高淨值人群 2015》

美國是高淨值人群境外首選
報告表明中國投資者海外購房的第一目的

地就是美國。由于是北美地區購房不存在購房
資格的問題，只要有充足的資金就可以去投資，
而且流動性較好。

再綜合考慮美國的優質教育、居住條件、環
境及生活方式等因素，投資人對于美國房地產
市場更感興趣。在置業類型方面，中國高淨值人
群在北美地區置業時選擇最多的區域是華人聚
集區；其次是核心地段的市中心房產和靠近學
區的學區房。

在美國各區中，中國高淨值人群購買海外
房產的區域較為分散，前三名分別是加州、德州
和佛羅裏達州，占比分別為37%、11%、8%，由此
可見加州仍是中國高淨值人群的投資首選。

在加拿大，投資置業的目的地主要在大溫
哥華和大多倫多地區。這與該區較為發達的經
濟、高質量的教學體系、優美的環境及眾多華人
聚集均有著密切的關係。

國人對東南亞市場情有獨鍾
有數據顯示，中國人查詢海外房源目標國

家全球排行榜上，美國與澳大利亞長駐第一和
第二位，而泰國登上了第四的位置，新加坡居第
八位，馬來西亞居十一位，越南居十四位，印度
尼西亞居十五位。

泰國：舒適環境吸引全球投資客
2018年初有機構調查了多名有意向購置海

外房產的消費者，結果顯示：2018年泰國仍是旅
客的首選目的地，計劃在亞洲旅行的中國人有
61%選擇泰國。

在排名第一的美國之後，泰國與澳大利亞
並列第二。這些旅行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被
訪者打算在今年購買房產，剩餘人群中有六成
被訪者表示他們會在度假地購置物業。

自2016年第三季度以來，中國對泰國房產
需求一直呈上升趨勢，該趨勢在2017年初加速，
2018年1月達歷史第二高峰。2018年1月中國買
家詢盤的數量比2017年1月增長91%，比2016年

1月增長313%。
根據2017年的數據，泰國有四座城市吸引

了四分之三的中國投資客來此置業。其中，中國
投資房產的人群體提及最多的就是泰國曼谷。

菲律賓：租金回報率亞洲第一
自從2016年9月以來，約有10萬移民涌入

馬尼拉金融區，其中大多數是中國人。這股大潮
正在當地房地產市場擴散。

據房地產諮詢公司的資料顯示，中國投資
者正在推高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周邊的住宅銷量
。菲律賓房地產開發商2017年的房屋出售量達
到5.26萬套，創出歷史新高。

菲律賓最大房地產開發商Ayala Land宣
布，在1220億比索的總銷售額中，49.4％來自中
國客戶。中國客戶的占比從2016年的“不到5％”
增加至2017年的10％。

柬埔寨：房地產市場投資增速快
《全球房地產指南》分析指出，柬埔寨近年

來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增長，以首都金邊為例，
房價平均漲幅已高達15%，核心區域平均租金
回報率高達10.8%。

2017年，柬埔寨有超過10萬名中國人，不包
括外交官、游客。但在2018年第二季度，根據簽
證延期統計，中國人人數大幅度上升，已增至21
萬人。

據內政部國務秘書宋波閣下表示，到2018
年年底，將有5萬多名中國投資者涌入柬埔寨。
很多中國老闆到柬埔寨興建高樓大厦，而他們
最主要的投資目的地分別是金邊、暹粒和西港，
據調查報告顯示，西港70%的投資來自中國。

全球化用戶跨境購房投資的大勢已來！(取
材網路)

大數據告訴你，全球房產投資趨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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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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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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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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 Sea Lark Rd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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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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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0年以來，全美出租房
產閒置率一直低于10%，截至2018年第二季，甚至只有6.8%
，是創八年來最低點；但這並不保證您的出租屋有源源不絕的
房客。

萬一您的出租房閒置，首先要知道您能容忍租房閒置多長
的時間？租房閒置是指在沒有租戶的情況下維持房產需要多長
時間。而後，趁著閒置期，想辦法采取一些作法避免日後租房
閒置。

只要您有足夠財務實力，就可承受租房閒置的風險，否則
，買房對外招租對您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投資，也許您該考
慮調降租金。

該如何降低租房閒置率？
首先，聘請專業的房產管理人員。假如您有全職工作，手

頭只有一、二個房屋出租，最好將日常的租屋管理委托給專業
人員，讓他們想辦法找房客、處理租戶可能遇到的定期維護，

這些專業管理人員可能有本事接觸到更多營銷網絡、平臺
和租用網，可比Craigslist等社群平臺更快找到租戶。

其次，盡可能找長期承租的房戶。可在招租廣告裏要
求房客簽署至少一年租約，以免一年內換好幾個房客；房
產管理業者負責人說，不簽長約的按月租屋通常要求較高
房租，以支應閒置屋風險，可在招租廣告提到這點。

第三點，將住屋作為度假租賃。您可到Airbnb、VRBO
或HomeAway.com等度假租賃網站上招租，如果這樣做，
您必須比照經營旅店一樣，在不同批住客之間全面清潔，
要注意的是，除非房屋位于度假目的地的市中心，否則恐
怕沒辦法天天有客人入住。

第四點，巧妙制訂租約到期日。格溫說，他的公司刻意讓
最大量的租屋到期日落在租屋需求高峰期，為了這麼做，有時
需要先讓某些租房額外閒置一、二個月；七、八月是租房需求
最大的時候。

第五點，調降租金。萬一手頭資金實在吃緊、又眼看著租
房一天接著一天閒置，那麼，調降租金可能是找到房客願意支
付租金入住的上上策；這麼做可能沒辦法如預期般賺到那麼多
錢，但如果您只需要支應每月的基本管理費用，降價出租應綽
綽有餘。（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0202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出租房閒置怎麼辦出租房閒置怎麼辦？？

大家在做房檢的時候一般都會全程跟著房檢員，可是房檢
員當場做出的評價和判斷你真的懂嗎？還是說礙于面子不敢問
？其實要瞭解自己馬上要入住的房子，就得多提問！今天列舉
了五個最關鍵的問題，從而幫助你更瞭解你的房子：

1. 'What does that mean?'
這是什麼意思？
在檢查過程中，檢查員將慢慢檢查整個房子以及所有物品

，以確保沒有問題的跡象。他會向你指出所有存在的問題。千
萬不要害怕掉面子，及時詢問他告訴你什麼的任何問題，一定
要確保你理解這個問題及其重要性。

例如：如果檢查員說“看起來在這裏有一些腐爛的板子”
，那麼一定要請他解釋這對整個房子意味著什麼——修理有多
困難，以及修理將會花費多少錢。

請記住，您的檢查員無法告訴您是否應該購買該房屋，或
者您應該要求賣方修理多少，不過你的房屋中介倒是可以幫這
個忙。

2. 'Is this a big deal or a minor issue?'
這個問題嚴不嚴重?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買房子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購買。

當檢查員告訴你房子有基礎問題，需要修理的屋頂或不符合規
範的電氣時，擔心是正常的。不要驚慌失措，只要問檢查員他
是否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你會驚訝地發現，大多數房屋都有

類似的問題，而且即使它們聽起來很重要，它們也不會破壞交
易。

如果說這個問題很嚴重呢？那麼，這恰恰是做房檢的目的
。您可以與賣家聯繫商討或者撤回購房協議。

3. 'What's that water spot on the ceiling, and
is it a problem?'
天花板上好像有什麼水漬，這要緊嗎？
直接指出你看到的有點奇怪的東西。可能的情況是，如果

有什麼異常，你的檢查員已經注意到它並且記錄在案。例如，
如果天花板上有一個水點，也許他需要從上面的地板檢查出狀
況。如果有什麼事情困擾著你的房子，一定要解決它。

理想情況下，您的檢查員會在開始之前詢問您是否有任何
特別關注的問題。一定要
告訴他這是否是你的第一
個家，或者你是否擔心房
子的年齡，或者任何可能
你擔憂的事情。

4. 'I've never
owned a house
with an HVAC.
How do I maintain
this thing?'

我以前沒用過中央
空調，我該如何保養這
個系統？

房檢可是向專家諮詢，讓他告訴你如何保養房屋的絕佳機
會。檢查員非常習慣于向人們解釋基本的事情，因此房屋裏有
什麼新的從來沒用過的電器或者系統， 請儘量在房檢的時候
諮詢房檢員，他們的專業程度足夠解釋你的疑問了。

5. 'What are your biggest concerns about the
property?'
你覺得這房子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在房屋檢查結束的時候，檢查員應該給你一個口頭的檢查

概要，幾個工作日之後會收到詳細的書面報告，但這是一個很
好的時刻，可以清楚地瞭解檢查員認為房子最大的問題，以及
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查。（文章來源：美房吧）

不懂房檢不懂房檢？？沒關係沒關係！！
只要知道該問啥問題就行只要知道該問啥問題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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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真實美國社區！
如何辨別美國的好社區和差社區？

為什麼在美國不修剪自家院子草坪會被罰款？為什麼美國
不允許在自家院子裏晾衣服？為什麼美國人那麼愛“多管閑事
”？這些都得從美國的社區文化說起。

美國社區特點
社區是美國人常挂在嘴邊的一個詞，和美國人的生活密不

可分。和中國普通意義上的“社區”不同的是，美國最早形成
的是社區，然後才是國家，所以社區文化一直是美國的一個顯
著特徵。由于美國地廣人稀，除了曼哈頓等大城市的商業中心
區以外，大多數房屋通常最多為三四層，很多大型購物中心通
常也只有一兩層。而私有住房多為低于兩層的獨棟建築，通常
還帶有車庫和地下室。

在美國，不同層次的社區差異巨大，所處地域上也有差異
。

以加州為例，位于北加州的舊金山灣區社區層次單一，幾
乎全是好社區，環境優美，乾淨整潔，安全有序；而位于南加
州的洛杉磯則要複雜很多，白人社區、華人社區、墨西哥人社
區等並存，好社區、差社區都有，好的社區和舊金山灣區的差
不多，差的社區就環境雜亂、人員複雜、安全性差。甚至有些
社區只有一街之隔，實際情況卻有天壤之別，可見好社區和差
社區的區別之大。

HOA是什麼？
在介紹社區間的差別之前，先為大家介紹一下HOA。業

主協會（Home Owner’s Association，簡稱HOA）的相關費
用，也稱為社區管理費。目前美國的新建住房很多都有社區管
理協會（HOA），常見的公寓（Condo）或連排住房（Town
House）都會設立此項，由它來負責公共地區的管理。美國人
在買房時，很多人都會選擇住在有HOA的社區。

HOA是由小區內業主選舉產生，代表了該小區的利益，
負責挑選合適高效率的物業管理公司，有點類似于中國的街道
辦，但權力要大很多，通常有HOA的小區環境維護得都不錯
。社區的停車場、門前屋後、過道樓梯，每周定期有清潔工前
來打掃；草木的生長季，有專人定期開著剪草機修剪草坪，以
保持社區的乾淨整潔；而落葉雕零的深秋季，也會有專業公司
的工人開來汽車清掃落葉；但住戶門前的草坪則由自己負責修
剪。

HOA還負責制定社區的行為規範，以保證業主享受和諧
的生活和良好的環境，如必須保持門前草坪的清潔，維持房屋
外觀整潔，禁止製造噪音等。此外，HOA還可以集資建造各
種公共設施，只對住戶開放，如游泳池、健身房、圖書館、網
球場等。有些社區除在公共區域安裝攝像頭外，還會雇傭保安
和巡邏隊，以保證住戶的安全。

美國社區對比
好社區環境更好，差社區雜亂無章。美國社區很大，好的

社區一般容積率低，對公共區域環境的投入多，綠化好，鬱鬱
蔥蔥，街道整潔乾淨。

就社區內居民個人來說，美國人注重生活質量，很熱衷于
打理自己的院子，和社區環境相得益彰。就像我們經常在美劇
裏看到的一樣，屋主哪怕不自己打理，也會雇傭臨時工來修剪

草坪等。社區居民有權投票將其他不遵守社區規章制度的住戶
逐出社區，哪怕那位住戶只是不愛打理自家院子。所以在美國
，好社區不管公共區域的環境還是居民自己院子的環境都保持
得很不錯。

而差的社區一般房屋密集，不重視社區環境。在某些不太
好的社區，很多人不愛打理院子導致雜草橫飛、在院子裏晾衣
服等等，給人一種比較混亂的感覺。

安全性
好社區安全性高，差社區安全無保障。在美國，社區越好

居民越安全，犯罪率越低。
好社區一般都有HOA，HOA對社區安全的投入很高，比

如安裝攝像頭對社區公共區域進行監控，雇傭保安、巡邏隊負
責社區的安全等，對犯罪分子來說犯罪成本太高；不太好的社
區一般沒有HOA，社區環境和好社區也不僅僅是美觀度的差
別，房屋一般密集度高，甚至可能路燈都沒幾個是完好的，不
安全角落較多。哪怕是飽受詬病的美國槍支暴力問題，也多發
于老舊混亂、安保設施薄弱的差社區。

好社區的容積率更低，但由于HOA經常舉辦社區活動等
，社區居民間都互相認識，所以如果社區進入陌生人是很扎眼
的。美國人很重視隱私，很熱心，如果看到陌生人在某個鄰居
家外徘徊，可能當即打電話提醒鄰居，甚至直接報警。

好社區房子價格偏貴、配套設施貴，買房子的人在美國至
少是中產階級。這類人群一般都很重視生活品質，所以周邊的
生活配套如超市消費自然也不低，犯罪率也較低。

學區
美國K-12教育（從幼兒園開始的美國基礎教育的統稱）

都是就近入學，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也是有學區房的。雖然
K12教育階段如果入讀公立學校的話都是免費的，但和社區一
樣，學校也有好壞之分。

一般好學校所在的社區都不差，和中國家庭一樣，為了孩
子的教育，部分美國家庭也會傾向于在好學校周圍買房，價格
自然不菲。好社區的教育資源一般都比較好，而差社區出現好
學校的概率並不大。（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0202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如何辨別美國的好社區和差社區如何辨別美國的好社區和差社區？？

美國，一個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世
界的經濟中心，很多人選擇去美國買房
，但是說實話，即使是當地人對美國房
產政策都不是很瞭解，更何況是初次涉
及海外房產的你。

大多數情況下，很多人選擇在美國
買房都是因為自己的孩子在美國留學，
或者即將去美國留學，那麼因為有孩子
在美國讀書，能以子女的名義買房嗎？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比較複雜的。首
先如果想以孩子名義買房的話，你的孩
子必須年滿18周歲。其次由于孩子還處
在學習階段，不可能有固定的工作及工
資收入，因此買房時無法獲得美國銀行
的貸款。那就必須一次性付清買房的全
部費用，這也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如
果是未滿18歲並且還是在上學的孩子買
房的話會比較麻煩一些。

並且大部分家長認為在美國買房投
資之後家裏的兒女可以上美國的公立學
校，真的是這樣的嗎？

只有擁有美國居民身份(即綠卡)或
者特別的工作簽證，才有資格申請免費

就讀公立中小學，雖然有
國際交換生名額但是時間
短。私立學校的話雖然學
費比較貴，但是外國人可
以入讀。而且需要說明的
一點是，即便是在美國買
房子了也並不能移民到美
國，使你獲得美國的綠卡
，所以上美國的公立的學
校還是比較麻煩的。千萬
不要天真的認為在美國買
學區房就可以上公立學校。

在美國購置房產和在中國買房程序
上有什麼不同？

在美國買房的整個過程中，要經過
一層一層的手續，比較複雜，也比較嚴
謹。因此在房產買賣中發生欺詐、違約
的概率會降至最低。雖說過程比較複雜
，但由于美國房產交易中的經紀人制度
，可以幫助購房者解決許多買房的相關
問題，大大減輕了買房的負擔。同時，
由于經紀人都是需要取得各州的專業房
地產的執照，才能為客人提供買賣交易

服務。
那麼美國買房有哪些置業的技巧呢

？
1. 在獲得貸款預批前不要提出報

價，獲得貸款預批意味著貸款人已經審
核了你的信用和財務狀況，這是看房之
前必須獲得的“通行證”。

2. 用房地產中介，對于許多購房
者來說，買房是他們最大的一筆一次性
消費，也是一生中所做的為數不多的事
情，因此選擇一位有經驗的專家來搞定
這一切是必不可少的。（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買房知識科普美國買房知識科普



AA66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9年2月18日 Monday, February 18, 2019

I/房地產專日/雜版/稅務/190211A 簡上

美國稅務美國稅務100100問問（（上上））
註：本文來自網絡，僅作壹般性接受。您須咨詢
美國註冊CPA會計師獲取最這合您情況的專業
性建議！
客護何時成為美國稅務居民？

滿足下列條件中的任意壹個，即為美國的
稅務居民：
·持有美國合法永久居住權（綠卡）或;
·滿足實際居留標準:
於本年度在美國居留達183天或是;
於本年度在美國居留達31天,而且在本年及上
兩年在美國停留的天數被乘以壹個指數後累加
超過183天。
公式：
本年度停留天數 乘以 1
上年停留天數 乘以 1/3
前年停留天數 乘以 1/6

客護何時需要開始報稅？
新移民在登六後，需要承擔根據美國稅務

規定，第壹次報稅的時間是客護成為美國稅務
居民後的第二年。即對於大多數客護，如果2011
年12月31日登六，那麼他需要在2012年4月15
日之前報稅；如果2012年1月1日登六，那麼他
不需要在2012年報稅，第壹次報稅時間為2013
年4月15日之前。資料若準備的不夠齊全，可以
延期6個月到10月15號再申報。但是欠稅壹定
要在4月15號之前繳上去。如果4月15號之後
還欠稅，則會產生罰款和利息。（若上壹年欠稅
超過壹千美金，政府可能會規定每個季度要交
預繳稅）。

第壹次報稅該申報多少資產？
理論上來說，應該全部申報。實際上，銀行

帳護，特定金融資產，以及控股超過10%的境外
公司必須申報。不產生盈利的不動產可以不申
報。申報的資產數量要根據個人移民後資金使
用程度來判斷。不宜過少，如果消費的金額遠超
過實際申報的資產與相應的收入水平，會引起
國稅局的懷疑；不宜過多，可在未來減少處理遺
產稅時的負擔。

客護EB-5投資的LLP是否需要報稅？
客護在美國從事與商業貿易有關的投資，

需要交納相應的所得稅。在客護成為美國稅務
居民之前，稅務部分由項目方代繳；客護登六美
國之後，每年項目方會郵寄k-1稅表給客護，用
於客護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

投資移民是否可以申請低收入福利，可以申報
低收入或無收入？

理論上來說，投資移民拿到綠卡的永久居
民與美國公民在社會福利上沒有任何差別，只
要達到相關要求，就可以申請；但是如果申報資

產與日常花費相比嚴重入不敷
出，可能招致IRS稽查；此外，客
護在持有條件綠卡的2年中，如
果申報資產/收入過低，可能會
影響I-829條件解除。

在美國購房需要支付哪些稅費
，哪些可以合法免稅或減稅？

在美國購買房產，主要包
括兩部分稅費，壹部分是在購
買時壹次性支付的，包括：交易
稅、契約保險等；另壹部分是每
年繳納的稅費，包括物業稅、房
屋保險、物業管理費、水電煤氣
等。如果收入較低，部分稅費可
以享受退稅；如果以公司形式
持有房產，部分支出可以沖抵
收入。

夫妻兩個人是否可以分開報稅
？

美國的報稅形式有多種：單身人士則以個
人名義報稅，已婚人士可以分開個人報，也可以
壹家人壹起報，有孩子也可以分開或壹起報。報
稅形式對交稅的多少有很大影響，壹般客護都
可以家庭形式壹起報，家庭人口越多，人頭抵稅
額就越多。拿到綠卡家庭的孩子如果是學生身
份，就可以不需要單獨報稅，壹般情況下，是和
家人壹起報。但如果孩子自己有收入了，則也需
要單獨報稅。

副申請人隨同移民但是在登六前放棄是否會影
響到主申請申報稅務？

主申請人登六美國後報稅時可以以個人名
義報稅，不受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但是相比夫
妻共同報稅，稅務的減免抵扣會大幅的減少。

如果副申請人想放棄身份，是否可以不用報稅
了？

如果在登錄前放棄身份，則不構成美國稅
務居民的條件，無需報稅；如果在成為美國居民
後的8年以內放棄身份，則無需繳納棄籍稅。

如果客護超過1年不登六美國以致綠卡失
效，是不是就等於放棄了綠卡？

美國稅務局不承認被動放棄綠卡，除非綠
卡持有人向IRS提交正式書面申請，否則即使
綠卡被剝奪，仍然會被認定為美國的稅務居民，
需要正常申報全球範圍內的個人所得稅。

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子公司如何報稅？
同壹般美國境內公司，正常繳納公司稅務，

主要稅種如下：

在美國存款超過多少需要報稅？
從美國法律上來說：在美國境內的存款無

須申報，只要申報利息所得；對於海外存款，
FBAR要求超過1萬美元的帳護都要申報；對於
海外金融帳護，FATCA要求超過5萬美元的帳
護都要申報。

股票收入如何報稅？
長期持有的股票盈利按照長期資本資本利

得繳稅，最高稅率為20%，短期持有的股票交易
盈利按照壹般所得繳稅，最高稅率為39.6%。具
體級差稅表如下：

公司的分紅和股份如何申報？
美國境內公司依據公司形態報稅；美國境

外的公司分紅，如果構成合格海外分紅則按長
期資本利得繳稅，如果不構成合格海外分紅則
按壹般所得繳稅；美國境外公司的股份只有超
過10%才需要申報。

中國境內的房產是否需要申報？
美國稅法並不要求必須申報海外房產，除

非房產產生盈利（出租、出售），否則無需申報。
即便申報，在中國已繳納房產稅、增值稅也可在
美國進行稅務抵扣。

什麼是“Community property”?
“Community property”是指婚後由夫妻共

同購買且不能被定義為獨立材產的資產。由此
類材產所產生的收益將按照夫妻各壹半的方式
分配到個人所得中。美國共有9個州施行Com-
munity property law，包括：亞利桑那州，加利福
尼亞州，愛達荷州，路易斯安那州，內華達州，新

墨西哥州，德克薩斯州，華盛頓州，以及威斯康
辛州。

根據IRS Pulication 555 Page 8，如果夫妻中
壹方為非美國居民，且報稅時不被視作稅務居
民，則無需按照 Community property income 的
分配方式報稅。

項目投資的貸款利息是5年後壹起支付，為
什麼在K-1表上卻有利息收入？

根據美國證監會的規定，如果貸款沒有利息或
利率低於“這用聯邦利率”，則要從稅務的角度
征收“Imputed Interest”，該利率將按照應收所得
計算，無論投資人是否已實際收到利息收入。

海外自用房產在出售時有沒有稅務上的優惠？
美國稅法規定，主要用於自住的房屋出售

所得，符合相關稅務規定即可獲得25萬美元的
免稅額，夫妻共同報稅則為50萬美元免稅額。具
體需要滿足的條件為在出售的前五年中，擁有
該房產且作為實際居住的主要處所至少兩年；
並在出售的前兩年中沒有使用過免稅額。同時，
房屋相關費用也可以用來抵稅。

舉例來說: 李先生購買房屋時花費100萬元
，房屋裝修20萬元，其他相關費用5萬元。房屋
售價200萬元，出售時包括中介費用等相關費用
5 萬 元。則 李 先 生 的 房 屋 出 售 利 得 為
200-100-20-5-5=70萬元，按美元匯率6.1計算
約合11.5萬美元。若李先生滿足25萬美元免稅
條件，則李先生無需繳納住房出售所得稅。不過
還是建議申報，以免日後IRS查證時誤以為漏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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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務美國稅務100100問問（（下下））
註：本文僅作一般性接受。您須咨詢美國註冊
CPA會計師獲取最這合您情況的專業性建議！

外國人從境外購買美國房產有哪些方式？
一般來說外國人購買美國房產主要是為了

給美國籍的親人使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議通
過直接贈與購房款的方式，由在美居住的親屬
購買房產。如此在出售的時候可以滿足自住房
的條件，從而得到25萬美元的免稅額，可以最大
程度上的節省資本利得稅。

若不以自住為目的購置房產，例如用於出
租，則要註意出租收入的的所得稅。每年繳納房
產稅，出售的資本利得稅，以及所有者死亡後是
否涉及到遺產稅的部分。下文將分別從三種持
有的方式分析相關的稅務問題：
·直接持有，即外國人直接匯款至美國，或有不
足的部分向銀行貸款的方式購置房產。
出租期間的所得稅分為兩種計算方式：第一、按
租金收入的30%直接計算所得稅；第二、用租金
收入減去包括貸款利息，稅費，管理費等費用之
後的凈收入按照個人所得稅率計算所得稅。雖
然第二種的計算方法較為復雜，但是所需繳納
的稅負往往比第一種要少。具體使用哪種方法
來計算所得稅，建議咨詢專業會計師，商討後再
抉定。

房屋出售時若持有時間不超過一年則按照
個人所得稅率計算；若持有時間超過一年，則按
照最高 20%的長期資本利得稅率來計算（詳見
上文表格）。
所有人死亡時，此不動產要繳納遺產稅。
·通過有限責任公司持有，即通過外國人所有
的有限責任公司來購置房產。
此種方法的好處是，如發生火災等意外而引發
法律上的糾紛，將由公司來承擔。而根據美國的
稅法有限責任公司的稅負可以選擇以個人身份
來報稅，稅負效果如上文直接持有一洋，若按照
公司身份報稅則要同時繳納個稅及公司稅。
·通過與外國公司共同組成一個有限責任合夥
來購置房產。
此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通過合夥協議使持股
比例和分紅比例不同，例如持股 30%但可以享
有70%的分紅。在這種情況下，除上述兩種方法
的優點之外，當外國人去世時僅按照其持有的
30%來征收遺產稅，而不會是100%。

什麼是受控外國公司（CFC）？
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持有的海外公司，也有

相關申報的要求。為了避免美國人在稅負較低
或免稅的國家建立海外子公司，並將海外收益
留存於子公司，而不轉回美國來合法免稅或減
稅的情況，美國政府頒布了受控外國公司（CFC
）的相關法規，要求美籍股東通過申報5471表披
露受控外國公司的資料。

判斷一家境外公司是否為受控外國公司，
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擁有或被視為擁
有10%或超過10%有投票權股票的美國
人，成為“美國股東”。
·如果“美國股東”合計擁有超過50%有
投票權股票或擁有超過價值50%的股票
。

什麼是被動外國投資公司 (PFIC) ?
被動外國投資公司是指在同一稅

務年度裏，該公司75%以上的收入來自
被動所得，或在同一稅務年度裏，平均
50%以上的資產會產生或用來產生被動
所得。被動所得包括利息，股利，租金，
權利金，出售股票或證券等的資本利得
。產生被動所得的資產即該資產已經產
生了被動所得，或可以預期在未來會產
生被動所得，或持有該資產的目的是產
生被動所得，此類資產都將歸為產生被
動資產所得的資產。需要註意的是：一
旦一個外國投資公司在某個稅務年度
被定義為被動外國投資公司（PFIC），即便在以
後的年度中均為滿足PFIC的測試條件，該公司
仍被視為一個PFIC，其美國股東須申報相關信
息及收入。

根據被動外國投資公司的稅務規定，PFIC
的任何股東無論擁有多少股份，都需要對公司
得到的大部分收益繳納所得稅，並且無論通常
應該這用的資本利得稅率。

如果納稅人成為了PFIC的股東，建議與專
業會計師商討稅務上的影響，考慮是否放棄持
有該公司的股份，轉投非PFIC的公司。

對於漏報海外資產是如何處罰的？
有關未申報FBAR相關處罰規定如下：
·處罰較輕的情況如下：
·蓄意不申報的處罰如下：

對於漏報海外材產的處罰條款，有沒有豁免的
機會？

沒有申報國外銀行和金融帳護，若符合某
些條件可能有機會免於罰款：
·沒有欠美國稅的納稅人（例如，國外工資符合
免稅規定或已在所在國報稅）不會面臨不報稅
所帶來的懲罰。
EXP: 2011 年度的國外工資免稅額是$92,900美
元，2012 年度的國外工資免稅額是$95,100美元
。
·國稅局認為有（合理理由）（reasonable cause），
即妳能證明自己盡所能遵守納稅義務，但未能
達到要求，其可能裁定是（合理理由）。原則上在
抉定是否是（合理理由）時，國稅局將考慮下列
相關信息：

您沒有履行稅務義務的原因；
您的納稅歷史記錄；

您沒有履行稅務義務和後來遵守納稅的時間差
您無法控制的的情況。
·所謂（合理理由）可能是依據事實和情況，妳
沒有註意到報稅或納稅的具體的義務。事實和
情況可包括：
您的受教育程度；
您以前是否該交稅；
您是否以前被處罰過；
最近是否有您可能不知道的稅表或法律變化；
稅法的復雜程度。

什麼是美國國稅局查帳？
美國國稅局會通過核查納稅人的帳護及材

務信息來檢查納稅人申報的稅務總額是否正確
。追查的內容包括：海外藏匿的收入，隱藏海外
控股公司，濫用稅務減免，虛假申報退稅等等。
美國國稅局查帳時的範圍不確定，但是卻具有
驚人的仔細程度，甚至可以追查10年之內的每
筆消費的資金來源。

美國國稅局如何確定查帳對象？
美國國稅局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法來確定

抽查的對象：
·通過計算機篩選程序，來選取稅務報表
·如發現所申報信息與實際收入不相符的情況
，就很有可能成為被查帳的對象。
·如果有生意往來的關系人受到美國國稅局查
帳，那與被調查單位有交易往來的納稅人就有
可能被國稅局抽查。
但即便是稅表被抽查，也不代表報稅有誤。

美國國稅局的查帳方式及內容？
如果美國國稅局要查帳，會通過信件或電

話的方式通知當事人，如果是通過電話通知，也
會收到信件通知。接到查稅通知後國稅局可能

通過信件、檢閱納稅人數據、或者面談的方式進
行查帳。面談地點可能在美國國稅局的辦公室
進行，也可能在納稅人家裏或辦公室內進行，亦
或是會計師的辦公室進行。國稅局的工作人員
會通過書面信函的方式告知當事人，查帳需要
準備的材料，通常情況下根據美國稅法規定，所
有已申報數字的來源的記錄需要留存至少三年
。每一次查帳的時間長短會根據查帳的種類，查
帳的復雜程度、以及材料取得的難易程度而有
不同。

被國稅局查帳之後可能出現什麼結果？
·查帳結果與納稅人所申報結果相同，無需作
出任何改變。
·美國國稅局認為納稅人的稅務申報應該進行
調整，且當事人同意進行更正，則當事人將被要
求簽署一份文件，此文件依查帳方式而略有不
同。
·美國國稅局認為納稅人的稅務申報應該進行
調整，但當事人不同意進行更正，則當事人可以
要求同查帳部門主管會談，來進一步確定復審
的程序。當事人也可以申請間單調節，或針對查
帳結果提起上訴。

美國國稅局查帳的未來趨勢是什麼？
美國國稅局正加強對富人查帳，年所得逾

千萬美元的富翁遭查帳的比率，兩年來已升高
兩倍。所得逾千萬美元的納稅者，僅占全美納稅
人的0.01%。

根據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國稅局 (IRS)
2011年對所得逾1000萬美元納稅者查帳的比率
高達29.93%，明顯高於2010年的18.38%與2009
年的10.6%。整體而言，美國稅局對個別納稅者
查稅的比率仍維持在1.11%不變。

I/房地產專日/雜版/稅務/190211A 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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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稅局教你美國國稅局教你77種方法種方法
規避稅務詐騙規避稅務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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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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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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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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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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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要被偽裝成稅務機關的電話、郵件，或者短
訊所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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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要點開任何可疑
的網絡連接和郵件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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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護您的電腦
在妳的電腦上安裝安

全保護軟件，定期掃描病
毒和開啟防火墻。

4. 對重要的文件進行
加密

這包括了妳個人的財
務或者稅的數據。

5. 重視紙質文件
對於還要使用的紙質文件，一定要把它們鎖起來，

然而如果對於不使用的重要文件，一定要及時的粉碎及
銷毀它們。

6. 關註妳的信用記錄
至少每年檢查一次妳的信用報告和社會保障的盈

利記錄，以確保妳的信用卡或社會安全號碼沒有被盜用
。

7. 不要過度分享
當今的人們很難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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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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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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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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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即便妳不需要申報聯邦所得稅，妳也可以拿到相關稅收優惠
和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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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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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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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妳不繳付或晚繳付都會受到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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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或是跟國稅局建立支
付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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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延期報稅並不等於延
期支付。
如果妳到納稅日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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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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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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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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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刺激用戶瘋狂消費的12大策略
【來源:網路】

亞馬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在 2015 年的銷售業績提高了 20%，達
到了107億萬美金。但是亞馬遜的淨利
潤卻很少，大概596百萬美金。所以為
了創造更高的利潤，亞馬遜巧妙地設
定了一些策略刺激消費者花更多的錢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以下12個亞馬遜
刺激用戶瘋狂消費的營銷策略吧。
1. Free Shipping

在亞馬遜，你可以選擇付費99美
金一年成為其 Amazon Prime 會員，憑
藉此會員，你可以擁有免運費兩天送
達的寄送特權。如果你不購買此類會
員，在亞馬遜購買，你可能需要花上十
幾美金甚至好幾十美金的運費。對於
非Prime用戶，需要湊單到至少49美金
，才能享受免運優惠，而且寄送時間更
長。

這項營銷策略實際上是為了刺激
消費者購買會員，或是買更多的東西
以抵消會員費帶來的花銷。而且事實
證明，這是個非常成功的策略，由此帶
來的收入在2015年達到了11.5億萬美
金。
2.Amazon Prime Membership

據調查，美國現在有四千萬的用
戶購買了Amazon Prime會員。Amazon
的這項服務激發了用戶的購買欲。
Amazon 上的東西本來就比實體店便
宜，如果使用Amazon prime，在家下單
之後就可以坐等商品兩天后送上門來

。同時很多商品也是免運費全額退貨
的，有了這樣方便的購物體驗，很多
Prime 用戶想要買任何東西的時候都
會第一時間去Amazon買。

作為快遞公司最大的客戶，Ama-
zon享有的協議價格本來就非常低，所
以用戶買得越多，Amazon 賺的越多。
而事實證明，Amzon Prime用戶的確更
容易瘋狂購物。Prime 用戶平均一年在
亞馬遜上花費1500美金，而非Prime用
戶僅僅花費625美金。
3. Prime Instant Video

亞馬遜還為 Prime 會員提供了免
費 Prime Instant Video 服務，即流媒體
服務免費觀看亞馬遜的部分電視節目
和電影。

Prime Instant Video雖然沒有直接
給亞馬遜賺錢，但亞馬遜調查發現使
用該免費流媒體服務的 Prime Mem-
bers 較非會員來說，更喜歡從 Instant
Video上租賃或購買電影，用戶數量甚
至是非會員的10倍。
4. One-Click Ordering

沒錯，“一鍵下單”就是亞馬遜發
明的，最著名的專利。在用戶把信用卡
支付信息，收貨地址儲存後，將商品加
入購物車，點擊“One-Click Ordering
”, 就能成功下單，不再需要任何繁瑣
的結帳程序。

這項發明的作用在於，以防萬一
用戶在結帳過程中再三考慮最終棄買
，於是索性不給用戶任何考慮時間，悄

悄地鼓勵他們衝動消費。
5. Dash Button

亞馬遜提供了超過70
個“Dash Buttons”, 目的是
讓消費者二次購買日用品
比如洗衣液，紙巾，寵物用
品等等。Dash Button 可以
擺放在家裡任意地方，連
接Wi-Fi, 不需要電腦或手
機，只 需 要 按 一 下 這 個
Button, 就能輕鬆下單。

因為 Dash Button, 消
費者們幾乎不會去比較價
格，而是直接按下便捷的
Button購買，從而給亞馬遜
帶來了可觀的收益。
6.Data-Driven Upsell

通過分析數據，亞馬
遜指根據既有顧客過去的
消費喜好，提供更高價值
的產品或服務，刺激客戶
做更多的消費。向顧客提
供某一特定產品或服務的
升級品、附加品、或者其他
用以加強其原有功能或者
用途的產品或服務。如果
你之前從亞馬遜買了一台
電腦，亞馬遜會時不時向
你推薦同樣品牌電腦的升
級版。
7. Kindle Promotions

亞馬遜的 Kindle 電子
書閱讀器也是一項重要
消費刺激策略。據統計，
Kindle 使用者每年在亞
馬平均消費 1450 美金，
金額是沒有 Kindle 用戶
的兩倍。
亞馬遜表示，Amazon Kindle的使用
者都是一些層次更高的顧客，他們
在亞馬遜上買的東西平均價格也會
更高些。
8. Prime Day

亞馬遜同時還推出了 24 小時
促銷活動Prime Day, 會員可以在此
期間購買擁有更多優惠的商品。而
且亞馬遜還提供免費 30 天試用的
Prime 會員，所以任何人都能參與
Prime Day這項活動，從而刺激交叉
綁定消費。
9. Lightning Deals

Lightning Deals, 中文即是“秒
殺”。顧名思義，就是特價網站的快
速購物，商家在網絡上 定時定量地

發佈一些價格超低的打折促銷商品，
讓消費者在限定時間之內快速完成購
買，有些價格特別低廉實惠的商品，甚
至可能在剛一上架的時候就被搶購一
空，最快的只需 1 秒鐘。這樣一來，消
費者對其他商品的購買欲也會大大增
強，另外，亞馬遜還未 Prime 會員提供
特權，即提前30分鐘開搶。
10. Amazon Echo

除了制定營銷策略，對智能產品
的涉足同樣也是亞馬遜的銷售擴張策
略之一。Amazon Echo是亞馬遜發佈了
一款像 Siri 一樣識別語音並回答問題
的無線音箱，還能用來播放音樂和提
供信息的。它可以說是亞馬遜一款試
圖提升亞馬遜網站整體銷量的電子產
品。據估計，2015年亞馬遜至少賣出了
3百萬個Echo.

11. Amazon Prime Now
這是亞馬遜推出的 1小時快遞服

務 Amazon Prime Now，Prime 會員可
以使用這項服務幫助購買日用品，辦
公用品，甚至禮物。這項服務令很多消
費者忍不住購買的欲望。有消費者稱，
在這項服務推出前，其一年僅在亞馬
遜上購物數次，而這項服務推出後，該
消費者在短短六周內下了非常多筆訂
單。可以說，這項服務收費低、使用容
易且非常地快。
12. Third-Party Sellers

為了減少昂貴的貨物倉儲費，運
費，亞馬遜引進了第三方賣家，允許較
小企業通過亞馬遜向成千上萬個用戶
售賣商品。據估計，第三方賣家佔據了
亞馬遜全世界銷售的44%。而亞馬遜呢
，只需要輕輕鬆松地收點中介費即可。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211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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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看惯了规矩整齐的印刷文字的
读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好奇，在成书
之前，作家在稿纸上会留下怎样的
笔迹？是娟秀规矩的，还是潦草奔
放的？是一气呵成的，还是反复涂
抹的？手稿中留下了哪些隐秘的痕
迹和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手稿展
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
触作家笔迹的机会，揭开了一部作
品最初形成时的神秘面纱。

回望手写时代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回望手写
时代——馆藏 80 年代手稿展”展厅，
刘心武、高晓声、舒婷、汪曾祺、巴
金、张洁、莫言、张承志、刘震云
等知名作家上世纪 80 年代的手稿瞬
间将观众带回了那个电脑写作尚未
普及的手写时代。

刘 心 武 的 短 篇 小 说 《班 主 任》
发表于 1977 年，在文革刚刚结束不
久，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巨
大轰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和
80 年代文学的前奏，这部手稿安排
在本次手稿展的开端位置。面对 40
多 年 前 ， 墨 迹 已 经 渐 渐 淡 化 的 手
稿，观众不禁伫立沉思，想象作家
当年一笔一划写下这部文学史名篇
时内心的紧张与冲动。

1985 年 ， 莫 言 发 表 中 篇 小 说
《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这篇
作品被张洁视作天才作家诞生的信
号。与后期莫言的笔迹不同，细心
的读者发现，这部手稿有点像黑板
报上的美术字。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馆 长 李 敬 泽 介 绍
说，这确实是莫言的笔迹，他曾在
连队当过通讯员，那时候的字体是
写过黑板报写出来的，和现在的笔
迹出入很大不足为怪。

除了作家笔迹外，有些手稿上
还留有编辑的笔迹。手写时代的编
辑工作与今天不同，很多编辑都是
在作家手稿上直接修改。不少手稿
上还留有排版信息，《班主任》 手稿
的第一页，编辑分别对标题、作者
和正文做出了“一仿”“四楷”“五
宋两栏”的标注。在 《透明的红萝
卜》 手稿上，编辑留下了“老五宋
两栏排 20 字一行”的标记。这些排
版信息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铅印时代
的出版流程。李敬泽介绍说：“这批
展品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
单纯的作家手稿，同时还记录着稿
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
稿子上的加工，还保存有稿签。”

本次展出的大多数手稿来自《人
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当年的作
家投稿。上世纪最后 20 年是中国当
代文学手写时代最后的黄金时期，之
后随着作家“换笔”进入电脑写作时
代，当代文学手稿存量已非常稀少。

“进入 21 世纪之后，文学界忽然意识
到手稿的重要性。为防止手稿散失，
中国作协和许多杂志社开始有意识
收集手稿，并移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统一收藏。”李敬泽介绍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
主任慕津锋介绍说：“目前现代文学
馆收藏的手稿有 3 万余件，重要藏品
有老舍 《四世同堂》 手稿 （国家一
级 文 物）， 巴 金 《家》《春》《秋》

（铅印修改稿） 和 《随想录》 手稿，
闻 一 多 1946 年 牺 牲 前 创 作 的 《九
歌》 手稿，茅盾 《子夜》、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朱自清 《敝帚集》、

吴祖光 《风雪夜归人》 手稿。当代
文 学 中 ， 收 藏 有 《红 岩》《红 日》

《红旗谱》《创业史》 手稿，《骚动之
秋》《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 等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手稿，等等。”

手稿的多重价值

保护利用展示好作家手稿，对
文学爱好者直观了解作家作品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手稿的学术研究
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

何为手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
誉委员陈漱渝介绍说：“手稿是作者
手写的原稿，具有一定完整性，与

‘手迹’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任何
亲笔书写的痕迹都是手迹。”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手稿的概
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
作品手稿，后者还涵盖了书信、日
记 、 公 文 、 题 跋 等 作 家 的 各 类 文
字。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
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
价值。”

目前，国际学界手稿研究视野
不断扩大，“涵盖书法、绘画、手
迹，以及出版校样，甚至手工制作
的艺术品，版画、雕塑、篆刻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
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介绍说。

近日，新版 《汪曾祺全集》 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卷主
编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中
心主任徐强说：“新全集较北师大版
多收的 238 封书信，绝大多数是据新
征集到的原始手迹整理出来的，包
括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汪曾祺致
邓友梅、萧乾等人的信件。另有汪
曾祺于 1985 年访港期间所作的演讲

《寻根》，依据手稿收入《全集》，为理
解他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
文献。”可见，手稿在编辑文集过程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初手
稿，相对于其后所有版本而言，是
发生学意义上的第一‘祖本’，具有
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徐强说。

“手稿大体上有三种形态：草稿
本、清稿本 （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
稿 本） 和 上 版 付 印 时 ‘ 齐 、 清 、
定’的上版稿本。”陈漱渝说。作为
底本，手稿是订正错讹的依据。徐
强 提 到 了 一 个 例 子 ： 汪 曾 祺 小 说

《戴车匠》 中，“一个人走进了他的
工作间，是叫人感动的”经手稿本

校勘发现当为“一个人走进他的工
作，是叫人感动的”，编辑臆测擅改
一个字，导致意思南辕北辙。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教 授 符 杰 祥 认
为：“手稿与各种印刷本的比对校
勘，不仅可以辨优劣、定是非，而且可
以更好地理解与阅读文本，给深化文
学研究提供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资
源。”他提到，《阿 Q 正传》中，“满把是
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一句，手
稿残页为“在柜上一扔，说”。鲁迅未
做修改涂抹。在《晨报副刊》发表后，
各印刷版本均缺少逗号，阿 Q 举止之
间的骄横之气失色不少。

陈漱渝说：“鲁迅曾指出，从作
家的最终定稿中可以领会到‘应该
这么写’；而从作家的修订稿中可以
领会到‘不应该那么写’，手稿能展
示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和精益求精
的创作态度。”作家行文运思的过程
和情感态度的变化都能从手稿中解
读出来。在符杰祥看来，鲁迅杂文

《三月的租界》很能说明这一点。手
稿最后“‘拳头打出外，手背弯进里’，
这 是 连 文 盲 也 知 道 的 ” 被 鲁 迅 涂
去，他引用江浙一带的乡间俗语，
用以回击躲在租界背后化名谩骂萧
军及 《八月的乡村》 的人。从团结
御侮的策略出发，这段愤怒激扬文
字最终被鲁迅删去。“从手稿涂抹的
黑色边缘，可以感受到一种利箭迅
疾射出去又硬生生收回的策略调整
与理性控制”，符杰祥说，“手稿因
其‘未完成’的特点，具有多种可
能性，打破了印刷文本的最终解释
权，对深入解读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手稿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
生命体温，字体、笔画、甚至笔迹
浓淡都具有阐释解读的空间。陈子
善说：“ 《鲁迅手稿全集》 收录了鲁
迅写给内山丸造的一封信，内容为
让书店老板留一本书给他，笔墨渐
次变淡，中间没有蘸墨，反映出作
家书写时的迅速随意，并非斟酌再
三。”

一 些 作 家 的 手 稿 还 是 书 法 精
品，具有审美价值。在徐强眼中，
汪曾祺尤擅行书，走笔流畅、风格
飘逸，衰年变法，常参以篆隶笔法，
走瘦硬一路，结体往往奇崛夸张，率
性而作。前后期手稿，反映了作者书
法风格的变化。书写美学是作家美
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美
学风格的重要参照。

尽管手稿能够解读出丰富的信
息，具有多重价值，一些学者也坦
言，手稿研究并不那么容易。“手稿
整理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对研究
者素质有多方面要求。需要对书法
史论、各体书法特别是行草书字形、
字体变迁、作家行实及审美心理、书
写习惯、书写背景都比较熟悉，非有
丰富经验者难以胜任。”徐强说。

目前 ， 手 稿 研 究 已 经 成 为 一
门 学 问 ——“ 手 稿 学 ”，涉及版本
校勘、修辞艺术、写作技巧、作家
心 态 、 文 化 语 境 、 书 法 美 学 等 方
面。符杰祥说，“法国学者桑德琳·
马钱德 （Sandrine Marchand） 认为，

‘手稿学重新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
反反覆覆，上下求索，重视的是写
作的踪迹，而非华丽的文藻’，现代
手稿学关注文本创作的生成痕迹，试
图碰触一些作家不愿示人的创作隐
秘。‘给别人看自己的手稿就如同一
个 没 有 化 妆 的 女 人 出 现 在 公 众 场
合’。”

作家“换笔”之后

1994 年，作家陈大超买了一台电
脑，他写道：“从此，我就告别了在纸

上改稿子改得一塌糊涂的心烦和抄
稿抄得人恶心欲吐的痛苦。在电脑
上写作多好啊，一个个的字，就像珍
珠一样从指缝里蹦出来，给人一种珠
圆玉润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代表了
当时大部分作家的心声。

其实，早在百年前，国人已经
开始换笔——毛笔换为钢笔。鲁迅
在 《论毛笔之类》 中谈用毛笔还是
钢笔写作时说：“闲人不要紧，一
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
钢笔便当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近代以来第二
次大规模换笔开始了。用电脑写作
的好处显而易见，修改增删十分便
捷 ，写作效率大大提高；适应打字
后，爬格子的体力活也变得十分轻
松，笔耕墨种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在好处之外，电脑写作也使文
字 书 写 甚 至 辨 识 变 得 生 疏 。 徐 强
说：“长期用电脑写作容易导致书写
能力退化，我提倡作家们尽可能恢
复、保持一些手写的习惯，我相信
这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
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电脑写

作也没有了手写的审美价值，陈漱渝
对此感到遗憾，他认为：“在鼓励作家
换笔的同时，也该鼓励有书法造诣
的作家留下一些亲笔书写的手稿。”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媒介
是人的延伸”，书写方式的变革不仅
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电脑写作还导
致了作家与文字关系的变革。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赵勇认为，“在传统写
作中，作者一旦落笔，即意味着作
者与文字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关系，
白纸黑字仿佛是作者的一种承诺；
在电脑写作中，这种关系变得不稳
固、不牢靠了。文字仿佛是作者手
中的积木，作者不再有庄重的承诺
感，而多了几分游戏的快感。”

新增手稿越来越少，对手稿研
究与新文学史料搜集的影响不言而
喻。在电脑写作时代，除非作者刻
意保留，修改痕迹很难保存下来，
实物手稿研究之外，电脑写作痕迹
研究成为前沿课题。王锡荣指出：

“电脑写作同样产生‘手稿’，只是
外在形式更加不同，可称为‘隐性
手稿’。电脑写作痕迹同样成为研究
对 象 。 国 际 上 已 经 在 开 展 相 关 研
究。”

手稿存量大幅减少给史料搜集

带来的变化在王锡荣看来并没那么
悲观，“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发展，
作品发表更容易，传播更便捷，史
料 （新史料） 会越来越多”。

尽 管 新 增 手 稿 的 情 况 不 容 乐
观，但收藏市场上，手稿拍卖却如
火如荼。2014 年，茅盾 《谈最近的
短篇小说》 手稿以 1207.5 万元高价拍
出，并惹上官司。一些作家开始重
抄手稿，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还
在坚持手写，作家的手稿保护意识
明显增强。那么，手稿时代是否真
的会终结？

青年作家徐则臣 2017 年出版的
长篇小说 《王城如海》 是手写而成
的。“出差在外，携带纸笔更加方
便，我喜欢笔走在纸上的感觉，文
字更有身体性和血肉感”，徐则臣
说，“我认为手稿时代不会终结。只
要还有人对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之美
充满好奇，只要作家还愿意对文字
的身体性有更深入的体认，手稿就
会继续存在。文字不该被过度工具
化，我愿意和文字继续保持着一种
手工关系”。

●作家手稿还记录着稿子发表的过程，包括编辑、校对在稿子
上的加工

●作为文本生成的第一关和最初环节，手稿具有多方面的学
术研究价值

●保持一些手写习惯，有助于保持和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
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

乔
一
洺
摄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手稿 刘心武《班主任》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手稿时代终结了吗？
本报记者 张鹏禹



AA1212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9年2月18日 Monday, February 18, 2019

休城社區

【本報訊/鄧潤京】2018年7月9日，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德
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
以下簡稱論壇)在德國柏林經濟與能源部成功舉行，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出席論壇閉幕式並致辭。會議
期間舉行了 “品牌興商，服務健康” 品牌推選活動。

中國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傳承人扈福證先生受邀
參加了此次醫學技術分論壇，並考察柏林健康研究院和柏林夏里
特醫學院。扈福證先生的鼻炎膏製作技藝是中醫與世界“鼻腔養
護”接軌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鼻子是人體呼吸的第一門戶。其功能，一是嗅覺，二是通氣
。然而鼻炎一犯，鼻塞到窒息，失去了嗅覺，吃什麼山珍海味都
不覺得香。整天打噴嚏、流鼻涕、甚至流眼淚。鼻炎使得睡覺被
憋醒，只能張著嘴呼吸，喉嚨又乾又癢，白天也沒有精力，嚴重
影響了情緒和生活品質。鼻炎還會引起一些並發症，咳嗽、咽痛
、頭痛，甚至是中耳炎、結膜炎等等。過敏性鼻炎如果處理不當
，還容易誘發哮喘。

鼻炎難以根治。原因有二：
1， 對鼻炎不夠重視。早期鼻炎引起鼻塞和流清涕, 常被誤認

為是感冒，不夠重視。未能進行有針對性的診療，導致鼻腔反复
感染，從而形成慢性鼻炎。

2， 對鼻炎的誤解。因為這個“炎”字，常常被錯誤理解為
有細菌引起鼻腔炎症。西醫用抗生素來治療炎症，希望藥到病除
了。事與願違，用抗生素治療鼻炎，百無一愈，而且越治越重，
甚至最終治成頑疾。鼻子堵了，就用麻黃素、滴鼻淨等激素藥收
縮一下血管；鼻甲肥大了，炎症消不下去了就手術切除。所有的
這些治療方法還是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是控制症狀，而沒
有從鼻炎的根源上進行治療。因此鼻炎當然會反复，藥物的副作
用會進一步導
致鼻炎的加重。

從中醫的角度來講，鼻炎一般稱為鼻鼽、鼽嚏或鼻窒。鼽即
鼻出清涕，嚏乃鼻中因癢而氣噴作聲，窒是以鼻塞時輕時重，或
雙側鼻竅交替堵塞，反復發作，經久不愈。甚至嗅覺失靈為特徵
的慢性鼻病。中醫在兩千年前即明確地診斷了此病，並且提出了
有效的治療思路和方法。

鼻鼽的本質是正氣不足，無力祛邪。 《黃帝內經》指出，

“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 ”肺主一身之氣，掌管
呼吸。鼻作為氣體出入的通道，與肺直接相連。因此，鼻的通氣
和嗅覺必須依賴肺氣。肺氣調和，才能鼻竅通利、嗅覺靈敏。如
外感風寒襲肺，則鼻塞流涕，影響嗅覺。肺有燥熱，則鼻孔乾澀
。邪熱壅肺，往往有氣喘、鼻翼扇動等症狀。人體是一個動態的
陰陽氣血臟腑經絡的平衡體，凡病需要整體辨證，以求其根本。
且多數慢性病往往不拘泥於一個臟腑的問題，而是整體影響。所
以，治療鼻炎當然也不能拘泥於肺臟。

中醫認為鼻炎多因臟腑功能失調，再加上外感風寒，邪氣侵
襲鼻竅而致。此病往往纏綿難愈，一則是正虛而邪戀，二則是外
邪久客，化火灼津而痰濁阻塞鼻竅。因此五臟六腑功能失調為本
，主要包括肺、脾、腎之虛損。脾屬土，為肺之母，脾虛則肺之
生源化絕而肺虛；腎屬水，金水互生，且肺納氣歸於腎，二者互
相影響。因此，治療鼻炎先需治本，重點是溫補肺氣、健脾益氣
、溫補腎陽。正氣是祛邪的基礎，扶正即所以祛邪。治鼻炎如此
，治療其他大病亦如此。

山東泰正堂傳承國藥精髓，繼承了源自山東扈氏傳承200餘
年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扈氏鼻炎膏”的製作技藝。泰正堂擁
有的扈氏百年配方及製作工藝傳承，可上溯至400多年前明朝萬
曆年間，原先為湯劑配方，針對各類鼻炎效果在民間備受好評。
後傳至清朝時，當時的傳承人對湯方進行重大改進，用36味中
草藥文火熬製，滴水成珠後加入動物油配置成膏藥，將內服湯劑
改為外用膏劑。膏方對鼻淵、傷風感冒效果更加顯著，是中醫膏
方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新中國成立後，當代傳承人在祖傳配方不
變的基礎上，對熬製方式進行了改進，並在原先33道工藝流程
基礎上更加細化，明確工藝流程，將原來配方的豬油改為芝麻油
，去除腥味。使鼻炎膏的純度更高，效果更加顯著，更符合現代
人使用習慣。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藥精髓與現代醫學成果相結合，通過中
醫分型辨證理念，在鼻腔養護行業率先提出“洗、排、養”三維
養護理念。針對各類鼻炎雜症，不打針，不吃藥，不手術，安全
無痛。以祛除鼻炎為根本目的，業內首創“以養代治，三維養護
”理念。即通過&quot;洗(噴劑)、排(藥膏)、養(精油)&quot;三步驟
，360度無死角對鼻腔進行科學維養，達到全面清洗鼻粘膜表層
鼻垢的目的。再通過抑菌膏排除鼻毒，修復鼻腔粘膜。

洗：清洗鼻腔，消炎殺菌
清洗鼻腔是治療鼻炎最有效

的方法。不僅能清除鼻內潛伏
的細菌病毒，還可以增強鼻黏
膜的抗病能力，讓細菌無法繼
續生存。最終達到維持衛生與
平衡、提升免疫力的目的。

排：排出毒素，修復粘膜
在藥物有效成分持續作用下

，將鼻腔內的潰瘍面逐漸修復
。患者鼻腔內腫痛情況逐漸好
轉。頭痛頭暈，精神萎靡等症
狀逐漸消失。

藥膏經長時間熬製，已將藥
物分子進行破壁處理成為納米

級，能引藥力快速滲透鼻粘膜，靶向定位鼻粘膜深層組織的腐肉
及細胞結構，快速清除鼻炎病毒、炎症。

養：養護鼻腔，防止複發
徹底排出毒素後，修復鼻粘膜並形成保護，增強鼻粘膜的免

疫力。讓鼻腔恢復到健康狀態並持續鞏固。
通過泰正堂“洗、排、養”三維養護，可有效解決急性鼻炎

、慢性鼻炎、萎縮性鼻炎、乾燥性鼻炎、藥物性鼻炎、過敏性鼻
炎、變態反應性鼻炎等各類鼻炎困擾。鼻炎膏治療打破傳統激素
方法治療鼻炎的局限，讓鼻腔健康免受鼻炎痛苦。根據科學維養
理念，對鼻腔內部進行養護，達到排出鼻毒，修复鼻腔粘膜，使
鼻腔問題不再反復發作的目的。

鼻炎膏的使用方法：使用3-5秒，出現打噴嚏症狀，是將肺
內的濁氣排除體外。通過打噴嚏張嘴，起到清肺毒，理肺氣的作
用。從而提高機體免疫力。使用1-2分鐘，鼻腔內排出大量的粘
液絲或膿性分泌物，將鼻腔內的毒素垃圾排出體外。使用後5分
鐘，呼吸暢快。一般患者使用7-10天，鼻塞、頭疼，頭暈、鼻
炎、鼻癢等不適症狀基本消失。

巧治鼻炎 中醫與世界“鼻腔養護”里程碑

扈福證先生扈福證先生（（左左））在第在第99屆中德中德經濟技屆中德中德經濟技
術合作論壇術合作論壇。。

鼻炎膏鼻炎膏““洗洗、、排排、、養養”” 三部曲三部曲。。鼻炎膏的傳承人扈福證先生鼻炎膏的傳承人扈福證先生。。

（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於2月9日下午5時至
下午9時，在中國熊餐廳舉行第三屆年會暨大休斯敦地區山西鄉親
春節聯誼會，王嘯在會上被推舉擔任新一屆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會
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主持交接儀式，張亦勤
會長向王嘯新任會長遞交印信。國會眾議員Al Green的亞裔助理譚
秋晴，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范玉新執行長，美南江蘇總會
徐建勛理事長，山西發展促進會榮譽會長杜湧博士及來自大休斯敦
地區的山西老鄉100多人歡聚一堂，共度新春。

張亦勤會長致詞，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的宗旨是加強海外山西
同鄉之間的聯繫，增進山西籍鄉親之間的感情，弘揚山西傳統文化
，促進海外山西籍人士與山西省政府及民間的聯繫，促進山西省與
美國各州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幫助山西鄉親在當地安居樂業，
與當地人民加強融合、維護山西華人的權益。過去的一年，在理事
會同仁幫助和廣大山西老鄉的積極參與下，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為
山西老鄉們舉行了許多豐富多彩的活動與節日聚會。 2018年5月聯
合30多個社團共同舉辦了 「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 ，向休斯敦僑
界展現了十年來社區發展的瞬間，積極參與了一年一度的休斯敦僑
界舉辦的中國國慶升旗儀式及國慶晚宴活動，與此同時還派員參加
了山西省政府邀請海外華人參與的一些節日慶祝與文化傳承活動。
張亦勤提到，相信在新會長領導下，山西發展促進會將越辦越好。

新會長王嘯感謝張亦勤會長及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事館、僑界各社團及廣大山西老鄉
對山西發展促進會的支持。繼往開來，希望
山西發展促進會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首先祝賀新任會長王嘯肩挑大任，也感謝卸
任會長張亦勤三年來為山西發展促進會以及
僑界社團所作出的貢獻。劉紅梅副總領事說
，今天是大年初五，在這我先代表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事館及我的同事葛明東處長一起向
大家拜個年。今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0週年，我想在座各位，大多數近
20、30年從中國到美國，大家經歷國家發展
，尤其40年改革開放，大家既是改革開放參

與者、促進者、受益者，祖國發展變化，大家有
目共睹。今年中美建交40週年，40年建交歷史證
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我們也相信無論是中國
還是美國都需要合作，更加期待中美友好，更加
期待中美協調合作發展。山西人傑地靈之處，山
西有悠久文化歷史，山西文化古蹟國，山西小吃
國，山西民俗文化國，剪紙等，戲子種類多，也
代表山西是中華文化搖籃。山西發展促進會名字
起得好，希望廣大山西僑胞不僅要促進山西的發
展，也要努力促進中美友好發展，也希望通過大
家，把中國的聲音傳播得更廣更遠。向大家拜個
年，祝福大家諸事吉祥，萬事如意。范玉新執行
長代表中國人活動中心，祝福大家諸事大吉，闔家幸福。

即將參加斯坦福市議員選舉的譚秋晴，應邀出席，表達對山西
發展促進會的祝賀，希望廣大華人朋友給予支持。

山西老鄉們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在晚會上廣受大家歡迎，節目
精彩，戴翠萍演唱歌曲 「人說山西好風光」 ，王麗娜、Isabella、金
虹、何敏表演古箏笛子合奏 「春江花月夜」 ，藍育青演出京劇選段
「挽翠袖」 ，張亦勤、毛希、Carmon、何敏、王浩、楊玉萍、金虹

表演歌舞 「歌在飛」 的舞蹈，靳長青、杜湧等演唱，馬濤音樂教室
的張宏楷演奏葫蘆絲 「竹林深處」 。張嘉偉、蔡明翰隨性音符樂隊
演奏 「青花瓷、牛仔很忙」 ，靳長青、冷滔、Carmon、Ricky演出
「三句半」 ，戴翠萍演出現代京劇選段 「紅燈記」 光輝照兒永向前
，馬濤音樂教室的Brendon演奏揚琴 「將軍令」 ，王黔江演唱歌曲
「一壺老酒」 、 「交城山」 。現場禮品精美，抽獎及老鄉互動遊戲
在節目表演中穿插進行，大家彼此祝福，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山西發展促進會熱鬧溫馨成功舉行山西發展促進會熱鬧溫馨成功舉行
年會暨王嘯年會暨王嘯、、張亦勤新舊會長交接張亦勤新舊會長交接

卸任會長張亦勤卸任會長張亦勤（（右四右四））向陳珂向陳珂、、靳敏靳敏、、葛明東僑務處長葛明東僑務處長、、徐徐
建勛建勛、、范玉新博士等來賓敬酒范玉新博士等來賓敬酒。。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張亦勤會長頒發理事任命狀給理事們後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張亦勤會長頒發理事任命狀給理事們後，，全體理全體理
事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合影事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中中））主持交接儀式主持交接儀式，，美國山西發美國山西發
展促進會張亦勤會長展促進會張亦勤會長（（右一右一））向新任王嘯會長遞交印信向新任王嘯會長遞交印信。。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即將參加斯坦福市議員選舉的譚秋晴致詞即將參加斯坦福市議員選舉的譚秋晴致詞
，，表達對山西發展促進會的祝賀表達對山西發展促進會的祝賀，，希望廣希望廣
大華人朋友給予支持大華人朋友給予支持。。

靳長青靳長青、、RickyRicky、、CarmonCarmon和冷滔自編自演的精彩文藝節目三句半和冷滔自編自演的精彩文藝節目三句半
「「說山西說山西」」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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