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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正在真正取得進展
。

作為一種投資策略，當兩方或多方同意
為購買一處房產而彙集資源時，合資企業就
成立了。當涉及到房地產投資時，資源不一定
只包括財務，還包括以技能的形式參與(定位
房產、分析交易、管理資產)，它被稱為OPR(其
他人的資源)。

1、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
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是他們自己的實體

，獨立于參與者的其他商業利益。它類似于商
業夥伴關係，但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夥伴關係
通常涉及持續的、長期的商業關係，而合資企
業則基于單一的商業交易。投資者選擇合資
企業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可以分享優勢，降低
風險，增加競爭優勢。

2、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如何運作
既然合資企業涉及資金，就必須有資金。

制定一個清晰的計劃，在程序完全透明的情
况下設定期望，誠實、正直和溝通是必要的。
至于預期，你需要考慮這是一個長期的還是
短期的冒險？共同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後備

計劃作為退出戰略？法律協議是必不可少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使用保密協議、非競爭協
議和合資提案，其中所有細節都已列出(支
付、退出戰略、時間框架)。受托責任，即使只
是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為他人利益
而行動的義務，同時將個人利益置于他人利
益之下。

想要把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做好，當涉
及一個自我導向的個人退休帳戶，有一個專
業的房地產投資者進行指導很重要。房地產
投資者是一個有經驗的投資者，基本上做所
有的工作和自我導向的IRA基金投資。

在房地產投資者中，投資者的職責是識
別房地產機會，分析交易，協商條款，並使用
來自自我導向IRA的資金完成購買。一旦收
購完成，投資者將負責管理施工(如有需要)，
執行任何物業管理職責，當然還會出售物業。
因此，根據OPR原則，投資者可以通過提供必
要的服務而不是投資本身來獲取合資企業的
利潤。

3、你在哪裏為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找
到資金合作夥伴

有大量的個人或企業擁有流動資金(或個

人退休賬戶、保險擔保貸款等)，例如：研究最
近的現金銷售在一個特定的領域：這些買家
可能有其他資金可用，也可能有開放的投資
房地產經紀人、抵押貸款經紀人和產權公司
的推薦：他們認識在這個行業很活躍的有資
金的人網絡：社會媒體和本地REIA會議。

一旦你成為一名房地產投資者，你就會
活躍在這個領域，購買房產，尋找買家和賣家
，口碑會迅速傳播，你也會被潛在的合資夥伴
所接觸。你只需要走出去，積極主動就可以了
。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地產投資合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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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I/房地產專日/191105A簡 房地產現況

作為一個房地產經紀人或是想成為一名房地產經紀人
的人，你可能想知道如何儘快從一個新手變成一名令人難以
置信的經紀人。畢竟，那些提供更高水平服務的房地產經紀
人是那些在他們的社區甚至更廣泛層面上為人所知的人。

經過幾十年在多個市場的經驗，我學到了一兩件事，知
道了如何才能達到這個令人垂涎的位置。最近，我們看到了
幾個簡單易行的小貼士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名出色的經紀人。
但作為你的一切房地產和投資相關的來源，我想給你帶來更
多！

幫助你的客戶獲得他們的財務指導
不僅僅是做房地產交易，還要真正瞭解每個客戶的需求

。畢竟，正如我們上周看到的，你是你所在市場的專家，你的
社區期待著你提供超越日常的房地產建議。通過支持你的客
戶的長期目標，你也使自己成為他們的終身房地產經紀人，
並考慮到他們的最大利益。

如果你還在做房地產生意，你可能還沒有一個可以依靠

的團隊（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務必閱
讀我們接下來的兩條建議）。然而，對
于許多房地產經紀人來說，你可以建
立夥伴關係，這可以極大地幫助你在
行業中脫穎而出。例如，填充信封可
能不是你的事情，但你可能仍然想發

送郵件到你的社區。在這種情况下，與一家提供低成本
服務的公司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授權給一個團隊
。

諮詢專家
在這一點上，總是選擇專家，即使你只是在讀一篇

關于你所在地區市場的新聞文章。從你信任的信息到
幫助你改造的承包商，你需要那些願意在各自的技能
上付出額外努力的人。我經常看到一些新的經紀人在
沒有事先諮詢他們所知道的可靠消息來源的情况下，
就一頭扎進交易或向客戶提供建議。這是我即將發行
自己的房地產投資書籍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找你的導師
最後，你有一個房地產導師，對吧？作為一名房地產和投

資教練，我可以證明經驗在這個行業的重要性。如果你在這

個行業只有幾年的時間，你可以從一個值得信賴的導師那裏
獲得經驗，這樣可以節省你很多年的時間（在某些情况下，還
可以節省金錢）。在輔導建議方面，我總是給你們所有人發一
封電子郵件。
（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成為一名出色的房地產經紀人的
4個簡單建議

中國人喜歡買房，買房地點遍布全球。同
樣是美國買房，中國人熱衷于把多餘資金投
資在房產上，很多人利用貸款購買投資房後，
用租金收入支付每月貸款和地稅等開支，達
到以房養房的目的。專家提示：自住房的貸款
和投資房的貸款還是有一些區別，一般來說，
投資房的貸款利率比自住房貸款利率高出
0.25%-0.375%，申請條件也較高。

No.1鑒別投資房
鑒于自住房貸款有低利率等優惠政策，

很多民眾即使在購買投資房時也想以自住房

申報。實際上，銀行會依據一些條件來判定顧
客購買的房產是用自住還是投資例如，銀行
會要求顧客披露名下所有房產，一般第二套
房產就是投資房; 過戶以後，60 天內買房人
要入住，且一年住滿180 天就算自住房; 另外
，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的情况也算做自住房。

No.2付點數降利率
如果民眾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來購買投

資房，也有一種辦法，就是付點數。一個點數，
就是貸款金額的1%。舉例來說，對于40 萬的
投資房貸款，根據房利美的 規定，如果要拿

自住房的利息，貸款時要付兩
個點數，就是40 萬乘2%，也
就是一次性付8000 元。那麼
是選擇一次性購買點數，還是
較高的利率? 這要看民眾保持
投資房多久。例如一個貸款
40 萬、30 年還清的房子，投資
房比自住房的每月還貸相多
出 100 元，如果選擇付點數，
大約 7 年就把 8000 元賺回;
但如果購房者打算兩三年就
賣掉房子，那麼就沒必要購買
點數了。

No.3首付要求高
從貸款比例來講，投資房

貸款最多只能申請到70%，這就是說購房者
至少要付30% 的首付，而自住房貸款有時可
以達到90% 之多。銀行對首付的要求也會更
高，自住房首付款可以由父母、朋友贈予，若
購買投資房，銀行要查看申請人兩個月的銀
行月結單，其中不允許有任何贈與款。另外，
申請人的信用要求也更高，通常要在660 分
以上，而自住房僅為620 分。

在美國，相對其他商業貸款，申請房屋貸
款比較容易，而且利率較低，因此購買房產，
要善于利用銀行貸款，也就是學會藉錢投資，
用別人的錢賺錢。

但投資房貸款和自住房貸款有些不同。
申請投資房貸款最好曾經做過房東。投資房
購買者去銀行貸款時，銀行會
看負債和收入的比例，不能超
過43% 到50%。例如，某人月
收入5000 元，當前自住房和未
來的投資房加起來的所有貸款
、地稅、保險等負債額每月
2500 元，負債和收入比例剛好
50%，他可以申請到這個貸款。
但如果本人還有汽車貸款200
元，負債達到54%，就不能申
請到這棟投資房的貸款了。

民眾選擇不同的房屋類型
，如Co-op、Condo 等，對申請
貸款都會有影響。專家稱，

Co-op 用于投資而言基本上沒有貸到款的可
能，銀行會覺得風險太大;Condo 比Co-op 好
一點，但也有諸多限制。是否能夠拿到貸款，
銀行也是需要經過很多審核的，如果Condo
預售率沒有達到50%，商業面積超過大樓面
積的20%，裏面個人投資比例過高，那麼銀
行也不會貸款給買家。

一到四家庭的房產是比較容易申請到投
資房貸款的。四家庭以上的在紐約就算是商
業貸款。商業貸款從租金上是很好的投資方
式，但貸款更困難：貸款一般是五到七年，而
且提早還款還有罰金，另外利率也更高。
(取材美房吧)

自住房貸款和投資房貸款有哪些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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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在Google，Yel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
公眾平臺投放軟文廣告和宣傳海報，

多角度大範圍提升店家知名度和影響力，
讓大量潛在客戶主動找到您，
顯著增加您的營業收益。

專業的技術，周到的服務，讓您省心放心！

ELEMENT BOX INC.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地址：10333 Harwin Dr. Ste 350,Houston,TX 77036

　創坊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還在糾結沒有客流量？
讓我們為您排憂解難！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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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買家提供多個報價建議為買家提供多個報價建議

I/房地產專日/191105B簡 房地產現況

大多數公寓都不會有和酒店一樣的福利。沒有客房服務
、沒有叫醒電話、沒有日常衛生服務，不會在浴室裏放香皂，
也不會在枕頭上放薄荷糖。

雖然你的公寓缺乏這些讓人即時滿足的細微服務，但大
多數公寓都至少有一兩項誘人的福利。包括院子、屋頂平臺
或其他戶外活動空間，還有游泳池或健身房，甚至是免費的
現場洗衣。這些設施大部分都是房東為推銷房產而做的大量
廣告。

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你可能還會提出你需要的其他陶
秋。雖然不能保證你的房東會答應這些額外的要求，但還是
值得一試的。

1、停車位和儲存室
在所有的建築中，特別是在大城市，空間是非常寶貴的。

創收用途(即可出租的空間)通常優先于其他用途，因此微型
單間公寓有可能會在地下室的角落裏，也有可能在機械房的
旁邊。不過，即使是在這些狹窄的建築裏，後面也可能有一兩
個停車位，或者是潮濕走廊下面的儲藏室。然而，如果有的話
，大樓裏可能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所有人。那麼你怎樣才能
抓住其中一個機會呢？這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詢問。你可能
不得不滿足于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候補名單上，或者你可能不
得不支付一筆象徵性的額外費用，但至少你會有比其他方式
更多的選擇。

2、寵物
你找到了你夢想中的公寓，而且價格也很理想，但是租

約上禁止你養寵物。但是先不要氣餒，和所有的租賃條款一
樣，直接問你的房東是否可以養寵物，有時候，尤其是當你的

房東只有一兩處房產時，租約可能都是樣板文件，即使房東
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條款(也沒有起草)。你可以解釋你的寵
物會很乖，你是一個好鄰居(現在是提供你以前住過的地方參
考資料的好時機)。而且要知道，即使你的房東同意了，你可能
會被收取稍高的租金或額外的損壞押金。

如果你要續簽現有的租約，並决定要養一隻寵物，你就
有了一個更好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因為你已經確立了自己是
一個負責任租客的形象。房東瞭解你，信任你，而且很可能不
想失去你。

3、介紹朋友來住
你的朋友需要一套新公寓，而且你們樓裏就有一個，這

看上去很棒，你的朋友有地方住了，這樣你就有了一個很酷
的新鄰居。別忘了還有一項福利，就是如果你為房東和管理
公司找到了新的租戶，他們會提供推薦獎勵(比如50美元或
100美元)。在你的朋友簽租約之前，先問問房東，這樣就能清
楚地知道你確實招到了這個新房客。當然，如果你的房東確
實給了你一些推薦獎勵，那麼給你的朋友一些分成是公平的
，至少，在你向他/她炫耀你新鄰居時，請他/她喝杯咖啡。

4、公寓裏的電器維修
公寓裏生銹的冰箱或壞掉的水槽並不一定會破壞交易，

如果房東願意更換的話。向房東解釋你的擔憂並提出理由，
比如水槽好像要倒了，會引起水泄露，或者冰箱的明顯問題
會導致你每周打電話給房東修理。顯然，你不能走極端，比如
你沒有通知房東就開始重新裝修浴室。

5、尋找同房東的其他房產

你喜歡你的房東和你的鄰居，但不喜歡你現在的生活環
境，比如說你的房間太小，太大或太貴，有些事就是不太對勁
。你可以要求你的房東告訴你這棟樓裏的其他房屋空缺，或
其他任何在同一所有權下的房屋，並讓你優先考慮其他更能
滿足你需要的房子。這樣你就可以升級生活環境，而不用支
付申請費或新的租賃押金。

6、如果你簽了長期租約，租金會降低
標準的租賃期是12個月，通常，當您續租時，房東會讓您

選擇續租一年或改為按月租房，這樣費用會更高，但如果您
考慮搬家，則會有更大的靈活性。但如果你很樂意待在原地，
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想住在別的地方，那又會怎樣呢？向房東
詢問更長的租期，不僅僅是一年，而是兩年或更長。你可能會
驚訝地發現他或她（這樣的租約並不常見）會很快同意，你可
能會省下一大筆錢。

有了這些額外福利，關鍵是要有禮貌地提出要求，不要
太咄咄逼人。並不是所有的房東都能或願意提供以上所列的
所有條件。做一些調查，知道什麼是合理的，從處于類似情况
的朋友或同一棟樓的其他租戶那裏獲得建議和指導。因為你
在要求額外的福利，所以你需要有信心和知識來證明你的觀
點。
（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你可能得到的租賃福利福利

如果你錯過了這個消息，美國房產市場
開始回升，這意味著更多的美國購房者可能
會停止觀望。但是，由于許多房地產市場缺乏
良好的庫存，導致購房者多于房產的數量。

這樣的市場情况會造成什麼影響呢？那
意味著多個房產報價正在捲土重來。

在大多數房產市場上，競價戰的日子可
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某些房產市場的買
家可能會看到低于上市價格的競價。

當購房者想要的房子同時擁有其他優惠
時，可以采取以下三種策略：

1、不要過度分析其他出價或一味聽
從上市代理人

在多次查看房產並與賣家的代理人溝通
後，代理人會告訴你房產還有另一個報價。你
的反應是：“真的嗎？你在開玩笑吧？“

以清單代理的說法為准，但僅將其用作
一個數據點。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弄清楚其
他出價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你喜歡這個美
國住宅，那就繼續前進，但要以你自己的速度
前進，不能隨便被他人左右。提出你滿意的提

議，而且只有在你滿意的時候再購買，不要覺
得為了競爭而出價，特別是如果你還沒有準
備好出價的話。

2、專注于你與賣方的談判
有時，上市代理人會說，另一個報價是一

個更好的價格，這時可能會產生一個更高的
首付並且很快成交。賣方在考慮他們的銷售
情况時，仍會考慮並配合買方的報價。據你所
知，另一個報價可能是一個糟糕的低價報價，
或者是一個沒有預先批准貸款的買家，或者
是一個不熟悉當地習俗和協議的外地代理人
，或者買主可能只看過一次房產就提出了報
價。

即使有其他人出價，也不要被他們分心。
專注于你自己與賣家的談判。記住：你不是在
和另一個買家談判，否則一定會讓你發瘋。

3、以最好的方式展示你自己和你的
提議

大多數人决定把房子賣給誰，不僅要看
市場價格，而且要看整個房子的價格。購房者

是誰，他們對房子的興趣程度如何？他們的報
價是多少？他們要求多少應急措施，每個應急
措施的需要多長時間？首付金額和代管期限
是多少？

如果你喜歡一個房子，並想提出一個報
價，首先讓自己知道上市代理人或賣方的價
格。你可以多次參觀房子，儘量讓你的臉對著
上市代理人，如果房子可以隨時參觀，你可以
在白天和晚上的不同時間段參觀，相信你會
對房子有不同的看法，賣家肯定會注意到你
的需求。

你可以考慮在報價時給賣方寫一份介紹
信，或者請你的代理人這樣做。你的報價也一
定要提交一份預先批准函，這是一個毫不費
力的向賣家證明你是一個合格買家的證明，
因為你已經花時間獲得批准抵押貸款。

你可以早一點參觀房子，讓買房子的時
間能提前一些。如果你真的想讓你的報價脫
穎而出，可以提前幾天安排參觀，這樣就不會
有等待參觀的延遲時間。

最後，你可以先交多一些的定金。雖然在

每個房地產市場都有處理定金的慣常方法，
但僅僅拿出幾百或一千美元可能會給賣家留
下你沒那麼認真的印象。如果你能拿出全部
房價的3%，那就去做吧，這說明你是認真的。
別忘了，如果有什麼大事發生，這筆錢是可以
退還的，而且你的意外開支可以保護這筆押
金。

請記住，賣家可能正在經歷一個重大的
生活變化。他們可能是因為工作調動、新嬰兒
或需要更多（或更少）的空間而出售房產，對
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决定，收到一份邀
請既令人興奮，又令人緊張。所以，以你最好
的報價開始吧，要有耐心和理解力，看看到底
會發生什麼。如果你沒有得到那處房產，那就
從經驗中學習，然後繼續前進。但說不定你可
能會發現更有價值
的東西。
（文章來源：美房吧
，微 信 號：mei-
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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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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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大庭園。僅售$998,000

2.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735,000.

3.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僅售$398,000立即入住., 

4.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 3.5浴, 2車庫 僅售 $470,000.

5.Katy North, 近 I-10, Hwy 6. 三房二浴平房, 一公畝大土地, 可養馬, 享受田園生活。僅售 $3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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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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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律禁止買家和賣家相互見面進行房產交易，雙
方需要各自委托專業的房產經紀人，部分情況下，雙方的
律師和會計師也會介入。每一套新上市的待售房屋都會刊
登在網站上供公眾瀏覽。賣方經紀人也會在指定的時間內
開放待售屋，所有有意買房者可以在此期間前去看房。即
使不通過買房經紀人，也是可以去看房。

看房的機會難得，可以對房屋進行評估，所以需要多
花些時間，從下水、地毯到衣櫃，這些細節都不要忽略。
不過也要記住，看房時要遵守基本的禮儀規則。如果房主
有要求，請脫掉鞋子。不要在房子附近吸煙，將垃圾扔在
垃圾桶中，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要使用浴室。看房時還
要注意什麼，忽略什麼呢？一起去看看這吧。

十個注意點
1看房人名單：

看房登記者順便瞭解一下還有多少人也對這家房產感

興趣，越受歡迎競爭越激烈。

2社區和鄰居：
房子與鄰居同在，所以最好在街上走

走，同鄰居們聊聊，瞭解這裏生活的細節
和注意事項。

3牆上的裂縫：
大多數老房子牆上都會有些裂縫，這

可能不是什麼嚴重問題。然而，如果裂紋
是水平的，或者它們超過八分之一英寸寬
，表明結構可能出了問題。

4廚房狀態：
房主通常會通過更換新硬件、檯面等

讓廚房煥然一新，不過這不一定適合買房
者，需要買賣雙方進行約定。

5水壓：
水壓低影響淋浴，還可能意味著銹蝕、管道積垢或其

他嚴重問題。看房時打開所有水龍頭，瞭解水壓情況。

6存儲空間：
存儲空間是購房者搬入新房後的遺憾之一。看房時打

開衣櫃，看看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存放東西。

7公共區域：
如果參觀的是公寓樓會，可以去公共區域，看看健身

房或游泳池。這是不容錯過的機會。

8布局：
大多數買家都喜歡開放式廚房，但老式房子這樣的布

局不多。瞭解房屋的布局，考慮是否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否有意願重新翻新。

9地下室：
檢查房屋系統，如熱水器或暖通空調。如有需要，可

提出專業檢查的要求。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地下室是否有
漏水痕跡。

10外觀：
圍著房子轉轉，看看外觀是否狀況良好，牆板是否有

損壞，屋頂瓦片是否鬆動。一旦發現這些問題，一定還會
有其他需要維修的地方。

五個忽視
1裝飾：

許多房主為了讓買家喜歡，用盡一切可能裝飾房子。
做為買家，即使不喜歡也不要太在意，把注意力專注在房
子的結構和風格上。

2食物和飲料:
不管房主為看房者提供了什麼樣的食物和飲品，巧克

力還是香檳，都不要讓它們改變買房者的態度。

3聲音和氣味：
房地產經紀人為了烘托氣氛，總會放些輕鬆的音樂和

烤制的糕點，不要被這些分心。

4關閉的房間：
看房時，由于一些原因房主會關閉一個房間，如果看

房者有意購房，可以與屋主預約另外一個時間再去參觀。

5抽屜內的東西：
儘管打開櫥櫃和壁櫥查看它們的尺寸沒什麼不對，但

沒有理由觸碰裏面的東西，切記不能打開屋主自己家具的
抽屜。(文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買房經驗談在美國買房經驗談1010個注意點個注意點！！

有關于HOA這一詞，在美國生活、或是打算在美國置
產的各位應該多少都有聽過關于它的大小事，甚至聽過身
邊親朋好友 「血淚控訴」 HOA 這個榨幹人的妖魔鬼怪--究
竟，HOA 是什麼東西？今天就來帶大家揭開它的神秘面紗
～

HOA（Homeowner Association，直譯 「屋主協會」 )
就是所謂的物業管理，或者可以直接理解成社區管理委員
會。該組織由住戶（業主）們組成並強制性參加，通常
HOA 的業務會委托社區管理服務公司執行，住戶（業主）
可能需要定期聚會決定社區發展事項。

HOA還具有條約限制 (Covenants, Conditions and Re-
strictions, CC&R) 的權力，並可向住戶（業主）收取一筆住
屋/社區管理費 HOA Fee（通常是月繳）。

“共有利益開發”，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s
(CID)，或者叫“共有利益社區”Common Interest Commu-
nity (CIC)是美國目前最流行的住宅開發模式。這種模式正
在以罕見的速度在美國全國範圍內普及，並且催生出封閉
式居住區這種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住區模式。

我們看到的美國現在那些風格統一的郊區別墅
住宅，或者屬于“共有利益開發”(CID)的直接產物
，或者被轉型為“共有利益開發”(CID)，這是他們
和基本上不屬于這類開發的城市住宅最大最本質的
差異。“共有利益開發”（CID）不是一個單純的概
念，它可以大體上看做是好幾種住宅開發的集合：
多單元私有公寓（condominium），規劃開發的住
區（planned development subdivisions）以及住房
（股份）聯合體（housing co-operatives），最後這
類開發形態在美國也極少，主要集中在紐約地區，
很特殊。

這些類型的住宅開發有三個共同點，這些共同
點同時也是識別CID的獨特標志：首先，他們都有
“共有的”物業成分，其次，他們都通過由全體業
主組成的協會組織來擁有或者管理共有的物業部分
，第三，他們都具備如同“憲法”一般約束協會及
其會員行為的管轄性文件和法條。簡而言之，CID是
一類結合了單個業主的專有利益和全體業主的共有利益，

依據事先約定的契約和法條，通過協會對共有利益施行所
有權或者管理權的住房開發模式。(文章來源：美房吧)

全面揭開全面揭開““HOAHOA””的神秘面紗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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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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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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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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91109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很多人都說美國的房產價格炒不起來，但究竟是為什
麼呢？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炒不起的美國房價，到底是
為何？

首先，和中國截然不同，美國對個人財產徵收稅，包
括房子汽車等資產，這導致了房子產生了使用成本，房產
稅一般在1%-3%之間，各個州郡都不一樣，每年徵收。另
一塊固定支出是房屋保險，越大越好越老的房子保險也越
貴，當然比房產稅還是要低。最後一塊是HOA費用（可以
理解成物業費），當然每個小區都不同，總體來說公寓要
高于聯排別墅要高于獨棟別墅，舉個例子大城市一般高層
公寓居多，100平房子的HOA就可能達到每個月一兩千美
金，郊區的聯排別墅需要繳納一兩百美金，獨棟最便宜一
般低于100美金。稅保險物業費這三項固定支出導致了一
筆可觀的房屋使用成本，越好越貴的房子每年的使用成本
是相當貴的。

所以如果買了房子閑置那麼時間越久成本反而越高，
相比而言，美國的實際房價波動其實很小。這也是你在美
國可以看到為什麼很多美國人一輩子都願意租房，不是因
為買不起房而是使用成本比租房反而高。即使買房也會按
需來，一個人住不會買四房五房的大房子，因為產生的使
用成本很浪費。

其次，也是相當重要的就是房子買賣的交易成本很高
，買房子還行但是賣的時候銷售價格6%的交易費（不記得
是不是每個州都一樣）要付給中介，還有其他各種交易稅
和所得稅導致如果房價不漲10%以上的話（還未算上之前

說的每年產生的使用成本）是很不合算的
，事實上我又要提到房價幾年內是漲不到
10%的，個別地區除外）。

最後，炒房必然希望房價能短期快速
上漲，但是如果看下供需關係，先說我所
在的都會區，房型以別墅為主，最近幾年
美國經濟恢復很好，加上大量移民和外州
人口湧入，房地產市場也熱了起來，房價
也上漲比較快，每年3%左右（當然跟上
海北京沒法比），那麼很多開發商就會買
地造房子。美國大部分地方像我們這樣，
被森林覆蓋，買塊地砍掉樹，三個月半年
的就能造好房子賣，所以一個土地供應充
分，另一個造房周期短能迅速平抑需求，
抑制房價短期因需求高漲而迅速攀升。

那麼在大城市像紐約DC這些地方房型
以公寓為主，之前提到HOA費這樣的使用
成本極高，還有這些城市並不像北京上海
那樣由于城市化和資源的集中性導致買房
的需求一直高居不下，美國人在各個州之間遷移是非常非
常普遍的，這也是美國人不喜歡早早買房的原因，因為美
國的資源分布比較平均，東西岸中部北邊南部都有中大型
城市，不像中國資源和機會高度集中于東部三四個一些城
市。實際上我看了一下我們這塊地區的房價，一般的二十
幾萬美金的三房別墅，從金融危機到現在也只漲了5萬美

金左右，二十年以來也只漲了十幾萬。
當然，還有的可能原因是美國房產信息完全公開透明

，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查到任何房子的戶主姓名，交易歷
史和價格，交稅記錄，房子結構照片，土地信息等，這避
免了腐敗的政府官員購置很多隱性資產或者炒房團故意背
後炒高房價。(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價到底是炒不起美國房價到底是炒不起，，還是炒不起來還是炒不起來？？

掌握以下方法可保障在購買時節省更多。

1 與最近出售的房屋進行對比
對比的內容包括：面積、條件、鄰里以及設施。一幢

新近裝修、單層、有附加車庫的面積為1200平方英尺的住
房應該與同一街區同樣面積的住房價格相當。

2 與市場上的其他房屋進行對比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參觀其他房屋以瞭解其規模、

條件和設施與你正在考慮購買的房屋的優劣，然後再對房
價進行對比，賣主一般都清楚他們的報價要不違背市場價
格才會有競爭力。

3 與未售出的房屋進行對比
如果你打算購買的房屋與那些準備出售但最終沒買出

的房屋價格相同，那麼你該考慮定價是否偏高。此外，如
果市場上有數個同樣的物業，那麼價格會略低，特別是空
置的物業。

4 考慮這一地區的市場情況和增值情
房價是持續升高還是下降？如果是賣方市場，房屋

的性能可能會被高估，而如果是買方市場，則可能被低
估。這一切取決于該房地產市場是處于繁榮還是蕭條的
曲線上。

5 是否要買業主直售（for-sale-by-owner）房
由于沒有經紀人參與而不需付傭金，一般這類房屋價

格可打6%的折扣。但許多賣家在確定房屋價格時沒能考慮
到這一點。另一方面，賣方從一開始就未在代理的指導下
給出合理的價位或對代理人不滿而自行出售。不管哪一種
情況，房屋的價格都可能被高估。

6 瞭解這一地區的升值預期
你選擇的地區可能對未來的價格產生影響。如果該地

區有積極的發展計劃，如大型購物中心的興建，輕軌的延
伸，或者大型公司的遷入，都會給這一地區帶來房地產市
場的升值。即使是計劃增加更多的道路或新建學校也是不
壞的兆頭。另外，如果雜貨店和加油站倒閉，房價會因此
受到影響。

7 你的經紀人的意見是什麼
即使沒有任何分析數據，你的經紀人可能對該房產的

價格是否合理，合理的價格應該是多少有很好的直覺。

8 價格對你是否合理
如果你不喜歡這一物業，那麼任何的價格都不會合理

，即使你討價還價之後。相反，如果你為了自己喜歡的房
屋支付得比市場價稍高，你也不會太在意。

9 價格測試
即使是在一個賣方市場，你也可以提出相對低的價格

觀察賣家的反應。有些賣家為避免討價還價的麻煩而標出
最低價格，還有些賣家出價會高出他的期望值，因為他認
為買家會砍價，或僥幸有些買家會接受他的高價位。

10 進行資產評估和房屋檢查
一旦簽下合同，貸款人為了保護其經濟利益要對房屋

進行評估。貸款人希望明確的是一旦你停止支付抵押金，
他收回房產或進行拍賣時不致虧本。(文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買房選房時瞭解這些可以節省更多在美國買房選房時瞭解這些可以節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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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休產假要休產假，，還想帶薪還想帶薪？！？！看看美國的看看美國的
媽媽們的命運如何媽媽們的命運如何

[來源:觀察者網]
在本文陳述之前，讓我們一改常規

先來做個測驗題吧：
請猜猜以下哪些國家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
選項包括：1.Mongolia（蒙古國）,2. Chad（乍得，非
洲小國）, 3.Mali（馬裡，西非小國）, 4.Cuba（古巴）
， 5.United States（美 國），6.China（中 國），7.
France (法國），8. Germany (德國）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
美國
選對了嗎？

美國竟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法定帶薪
產假的高收入水平國家！

是的，就像下面這位媽媽一樣，每年有無數
美國母親被迫離開還未滿月的嬰兒
回到辦公室難以置信吧？！
本以為越是富裕的國家應該福利越好才是！
關於美國帶薪產假的現狀，有9件事你需要瞭解
：
一、美國各州自定規則：
長久以來，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家庭，但在確保工
薪家庭的福利方面，卻一直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甚至遭到人權組織批評。
以上是BBC帶薪產假調查，被標紅的國家屈指
可數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已經遠遠走在美國前
面：加拿大35周，德國44周，挪威70周，甚至連

沙特阿拉伯都有10周帶薪產假。
美國聯邦法律並未對帶薪休假作出規定，而

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州提
供類似帶薪休假，不過加州和新澤西只放6周假
，羅德島只放4周。當地時間3月31日，美國紐約
州也通過了法案，准許家中有新生兒或者有病患
需照顧的職工享受至多12周的帶薪休假，職工
涵蓋男女、包括全職兼職。
二、產假如同虛設

各位雇主只用按各州立法及勞動合同照章
辦事。除了像矽谷那些“財大氣粗”的公司能為員
工提供非常慷慨的帶薪假期，全美範圍內，只有
12%的職工享有帶薪休 假，而且分佈不均。收入
最低的25%的勞動力中，只有5%的人享有帶薪休
假，而收入最高的10%中，有22%的人可以享受帶
薪休假。

於是很多媽媽不得不帶著孩子工作：
OH, REALLY?!辛苦一天回到家感到和BABY相
處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在產後太快回到工作崗
位，對她自身及寶寶的健康也會有所傷害。她會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寶寶在一起，加重她的產後抑
鬱情況，對她的餵奶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寶寶
吃不好奶會對日後身體發育造成很大不良影響。
三、更多女性為此放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顯示，很多女性因為拿不到帶薪產

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就此辭掉工作，
從而失去一部分家庭收入。根據 2014
年紐約時代週刊對部分 25 歲到 54 歲
的不工作者的採訪，61%的女性表示她
們放棄的工作的原因主要出於家庭責
任。
四、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FMLA）並沒
有幫助到很多人

事實上，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只照
顧了59%的美國員工。因為這個法案例
出的12周無薪保職產假只針對每年為
50人及以上的中大型公司工作1250小
時的女性。而大約五分之二的女性都
不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根據勞工部的數據，很多人即
便符合條件，也不願意休這樣的產假。
五、現有的產假政策也加劇了貧富差
距因為產假只是部分私有公司作為員
工福利提供的，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
低收入者就直接被排除在外了。這就
讓照顧小孩，陪伴他們成長成為了一
件奢侈的事。即便是家庭醫療和休假
法案提供的無薪產假，也有40%的人無
法享用。
六、產假政策需要包含更多情況

目前已有78個國家提供帶薪產假
的政策，但即便如此，很多國家政策的
受眾者卻不包含領養父母。同時，彭博
商業週刊發現，對部分男性也提供產
假可以大大增加年輕女性的受雇率。

在加州，就有26%的男性休產假。
七、良好的帶薪產假政策可以給家庭和公司帶來
諸多好處：

首先，帶薪休假有利公司商業環境。根據
2011年加州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報告顯示，在加州
實行帶薪產假後，有91%的商業人士都表示這對
盈利有積極的作用。經濟學家們發現，當公司提
供帶薪產假後，員工會選擇休假，而不是直接辭
掉工作，這對公司的整個商業環境是有利的。
媽媽們安心度過帶薪產假，將大大有利於嬰兒的
早期培育和身心健康，並讓女性有時間為產後重
新上崗做好準備。
八、美國科技巨頭們都有很好的產假政策

自從2007年，谷歌公司將帶薪產假從12周
延長到了18周，新手媽媽們辭工的情況減少了
一半。谷歌表示，他們現在同樣也提供12周的陪
產假給爸爸們。

一些別的報告顯示，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也
提供帶薪產假。比如臉書（Facebook)，它提供給每
個爸爸媽媽相同的假期，並給予 4000 美金的紅
利給孩子。
九、很多公司正在慢慢努力的將產假政策越調越
好

在關於帶薪休假政策不停的爭論中，很多公
司都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達到一個平衡。
通信大亨Vodafone公司在今年3月宣佈，它遍佈

全世界的30個子公司都提供16周的帶薪產假。
而且，女性在產假後的6個月中，每週只用工作
30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全職工資。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公司沒有帶薪產假的政
策，但國家正在向著對的方向一步步努力。希望
不久的將來，美國每個城市都將帶薪休假寫進法
律裡。

2015 年 Working Mom 雜誌評選出了前 100
名對職場媽媽待遇最好的公司。走進美國編輯為
您列出排名的前10家公司以供參考：
Abbott
Deloitte
Ernst & Young LLP
General Mills
IBM
KPMG
McKinsey
PwC
WellStar Health System
Zoetis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產假政策吧，應
該還蠻令中國媽媽們欣慰吧：
中國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規定，
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不得在女職工懷孕
期、產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而隨著新計生
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多省產假也發生了新
變化。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1125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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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看病潛規則

【來源:https://www.guruin.com/articles/723】
聽過太多身邊朋友講述過在美國看病的慘

痛經曆，其中不乏一些“因病致貧”的故事，也有
一些抱怨看病效率太低，排到自己都可以自愈了
等等。即使是享受了美帝醫院如酒店般的設施和
服務，在看到賬單的那一刻卻不免一張生無可戀
臉。許多人對健康問題時會有一種緊張的心態，
或覺得看病這事不能省錢所以先去跑個急診再
說，而這樣毫無準備的就診正是導致超高額賬單
和低效率就診的罪魁禍首。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即使最近再忙，也請記
得盡快把美帝看病這一套流程熟悉起來，以備不
時之需哦。
首先管理好自己的醫療保險：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看病的流程取決於自己
的醫療保險。許多大公司都會將醫保作為員工福
利的一部分，學校也會強製學生購買保險——值
得一提的是學校提供的保險不一定性價比最高，
但是一般不出錯。如果是需要自行購買保險的，
那麼需要重點了解一下這幾個條款。
• Deductible：在保險公司為你支付費用之前，
你自己先要花銷的部分，通常按照每年計算。例
如你今年第一次進醫院急診花了$300，而你的自
付額是$500/年，那很不幸，這$300你需要自行承
擔了。
• Co-insurance：保險公司開始為你支付費用
之後，你仍需自行承擔的部分，有時會按照百分
比來計算。
• Co-pay：按照一定數額/每次看診。
• Annual maximum：每年保險公司會承擔的封

頂數額。
• In-network &
out-of-network：在
保險網絡內和非網
絡內的 醫院就診
，同一個保險計劃
內會有自費比例的
差異。例如許多留
學生熟悉的 ISO 保
險，就是前者由保
險公司負擔80%，後
者負擔60%。因此可
以根據自身情況，
盡可能選擇涵蓋自
己想用的醫院的保
險計劃。
附：關於怎樣找到
合適的 in-network
裏的醫生，一般有
兩種方法。首先可
以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客服，向客服說
明 自 己 對 於 PCP
（基 礎 保 健 醫 生，

Primary Care Physician）的偏好，例如擅長治療哮
喘，讓客服推薦一位適合自己的PCP；另一種方
法就是登入保險公司官網查詢in-network的診
所和醫生，有些提供選單過濾功能，輸入關鍵字，
就會出來相關醫生的列表。

買好保險後，等到真的需要看病時，該怎麼
做才符合美國的就診流程呢？美國看病兩個很重
要的概念就是預約和referral。不管是哪種計畫的
看病方式大多大同小異，我們舉最常見的HMO
和PPO來做示例。
HMO保險看病流程：
1、打電話預約基礎保健醫生Primary Care Phy-
sician（學生黨預約student health）
在美國看病要先預約，然而經常會發現自己當初
指定的PCP，早在幾天前甚至幾個月前就預約滿
了，但是不要因此就隨便跑急診（稍後會作說明）
，如果遇到突發狀況，直接打電話給PCP可以預
約到一兩天之內，即使這位PCP當天沒空，診所
也會安排其他當值醫生，或次一級的助理醫生
（physician assistant）。
• 電話預約流程大致為：
（1）準備好自己的保險卡（member ID card）、紙、
筆
（2）電話中告訴接線員自己是某某保險計劃成
員，想要與自己的PCP進行預約
（3）告知自己的大致狀況，或者想要做哪方麵的
檢查
（4）記錄下自己預約的日期與時間
（5）如要取消預約，提前24小時告知
• 第一次看病須知：

（1）切記守時，切記帶上
保險卡和身分證 (photo
ID)
（2）向櫃檯領取保險信息
表格和身體狀況描述表
格，進行填寫
（3）填好後交給櫃台，等
護士叫名，領到專門的診

療間後，先由護士，再由醫生與你進行交流與病
況檢查
2、如果PCP認為你的症狀他們無法處理
而是需要一位專科醫生（specialist）的建議，那麼
他們會refer病人去一位專科醫生處就診。如果保
險計劃裏沒有允許你隨意掛專科醫生的號，那麼
這樣做可能導致你要全額承擔費用哦。值得注意
的是，在掛號時，護士不一定會向你索要推薦函
(referral)或提醒你自行掛專科的後果，因為大部
分人選擇的HMO保險中，referral是非常基本的
流程，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不知道這個環節的必
要性。
3、大部分時候：先看病再付款
除了 Fee for Service 是先付款再報銷以外，其他
各種保險計劃都是先看病再付款。在看病後的幾
天，醫院會把你的開銷寄給保險公司要求付款。
之後，根據美國的醫療法，保險公司會寄給你一
份詳細的賬目表（即使公司會付全款），包括全額
醫藥費，和保險公司承擔的款項，這兩項的差額
就是你要負擔的。
＊小貼士＊

收到帳單後，如果醫
療費用過於龐大實在無法
負擔，可以向醫院溝通說
明自己的困難，醫院通常
會適當給予折扣減免自付
額。
PPO保險看病流程：
對於選擇 PPO 保險的人，
遵循上述流程也完全OK，
隻是在一些特定情況下，
可以省去referral這一環節
，因為PPO不用指定PCP，
可以直接去預約一個自己
明確知道要去的專科醫生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外出登山時摔了一
跤，不幸破相，這時你知道
自己需要去看一位整形外
科醫生；你搜索了自己保
險in-network的醫師目錄
，發現唯一的一位整形外
科 A 醫生評價很低；顏值
是大事，不能為了省錢而
勉強選擇in-network的醫
師，你的同事向你推薦了
一位高評價整形外科醫生
B，不過是在out-network；
你想起自己的保險是PPO
，展現它卓越性能的時候
到了；果斷打電話給 B 醫
生，預約診斷。
緊急情況：Urgent Care v.

s. Emergency Room
下面來講一下不得不進急診的情況。其實，

一般來講如果不是生命垂危，都不會建議進急診
，原因有三，一是急診室往往排滿了人，僅排隊就
要一兩個小時，二是如果醫生發現你的情況沒有
生命危險，那即使你自己感覺非常不舒服，也隻
會得到治標不治本的治療，三是價格驚人，各種
項目分開收費，價格翻幾番，即使有保險賬單也
是慘不忍睹，有時一句“沒事兒，回去洗洗睡吧”
都會讓你支付上百刀的費用。

但是我深刻的了解，在病來如山倒的時候人
還是會不顧一切的往急診室跑，尤其是如果過了
一般診所的看診時間，那腦海中隻有緊急照護診
所（Urgent Care, UC）和 急 診 室（Emergency
Room, ER）兩根救命稻草了。UC和ER都不需
要預約，是直接walk in掛號，區別在於UC類似
於方便門診，能應付一般的突發小毛病，收費較
低，僅略高於一般就診。但UC儀器少，無法處理
重大問題。ER則在大醫院裏，設備齊全24/7營
業。
電話諮詢：

如果糾結於是不是自己“想多了”，完全可以
先采取電話諮詢的方式，許多大型診所都有分診
護士（triage nurse），會根據你描述的病症分類處
理，如果是突發小毛病，例如反映在皮膚上的過
敏，他們會提供簡單的自救處理辦法，而他們覺
得你的情況比較緊急而建議直接到ER檢查的
時候，那就毫不猶豫去ER吧。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1125B 簡



AA88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9年12月2日       Monday, December 2, 2019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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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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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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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貼心的全美貼心的1414個品牌個品牌！！他們的他們的
退貨政策簡直是業界良心退貨政策簡直是業界良心！！((上上))

【來源:網路】
來到美國，你才知道這退貨政策也是吸引顧客，抓住顧客的一大法寶。不同的店家的退貨政策各不相同，有的高

冷，有的貼心。下面14個品牌是Buzzfeed總結出的擁有最貼心親民的退貨政策的品牌。一起來看看吧！
1.Athleta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不像總公司其他品牌 Gap，Banana Republic，Old Navy，Athleta你可以在購買輕微使用後如果覺得不合適不喜歡

再退貨。他家的宗旨是：Give it a workout guarantee.如果在work out時發現不合適，你可以要求退貨全額退款。
2.Zappos

退貨政策：一年內退貨
Zappos提供一年內免費退貨政策。但一定要記住把產品放在原包裝並且保證沒有使用痕跡才能退哦！
3.Kohl’s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Kohl’s的退貨宗旨是：No questions asked！Kohl‘s退貨沒有時間限制，只要保存好receipt就好了。
4.L.L.Bean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知道L.L.Bean的人都知道他們非常體貼的退貨政策。如果顧客對L.L.Bean的產品有任何的不滿意，隨時可以換

或者退貨，即便已經用了很多次都沒有關係。即使沒有receipt，依然可以換store credit用以下次購物。
5. Anthropologies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所有加拿大和美國的顧客，除家具以及其他大件產品，所有購買的產品隨時可以郵寄或者到店內退貨。
6. Nordstrom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Nordstrom的退貨政策也沒有時間限制。即使你沒有receipt和商標也可以視情況進行退貨。網上購物退貨還免郵

哦！(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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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貼心的全美貼心的1414個品牌個品牌！！他們的他們的
退貨政策簡直是業界良心退貨政策簡直是業界良心！！((下下))

7.Asos
退貨政策：28天內退貨。

Asos要求在28天內可以退貨。並且underwear，swimwear以及打折商品也可以包郵退貨。
8.Bed Bath & Beyond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如果你有receipt，退款會全額返還。如果沒有receipt，一年內購物的商品也可以退貨拿到貨款。
9.JCPenney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不管你有沒有receipt，你都可以隨時退貨。只是沒有receipt你只能退store credit。
10. Bath & Body Works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Bath & Body常年保持著100%的顧客滿意度。不管你因為什麼原因對產品不滿意，你都可以去退貨。如果有receipt可以退

現金，否則退store credit
11.Costco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Costco退貨也沒有時間限制，並且可以全額退款。即使沒有receipt也可以。但是電子類產品要再90天內退貨。
12.REI

退貨政策：一年內退貨
戶外運動愛好者對REI應該不陌生。他家一年內購買的產品即使稍微被使用過也可以退貨。非會員需要保留小票或者其

他證明。
13.Macy’s

退貨政策：隨時退貨
Macy‘s允許隨時退貨。沒有receipt貨款會以store credit返還。
14.Land‘s End

退貨政策：隨時退款
Land‘s End承諾無條件隨時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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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工业设计是什么？听起来“高大上”的名词，其实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鼠型剥橙器、三合一削

皮刀、立体魔方插座……这些实用好物设计独特，大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三

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简称《专项行动计划》），指出设

计能力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之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工业设计怎样改善生

活？目前还存在哪些短板？记者进行了采访。

上到飞机，下到衣

架，工业设计无处不在

北京上班族小张，经常会在电商
平台上标记并给好友推荐一些家具、
装修类的实用好物。“免安装鞋架、
衣柜分层隔板、夜光插座贴等等，这
些东西看似简单，但是大大提升了我
生活的幸福感。”小张表示，这些设
计感较强的家居用品比起同类普通产
品而言，价格稍高，但实用性很高。

正在同济大学就读设计专业的小
王表示，日常生活中，她会选择外观好
看，且比较好用的产品。“因为具备一
定专业知识，在购买之前我能够预想
它的使用情形，判断它可能出现的问
题，于是可以规避掉一些外形较好，但
实际用途比较鸡肋的消费品。”小王
说，“其实，便宜的产品并不一定设计
得不好，只要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得
了满意、流畅的体验和超出预期价值
的评价，就可以认为这种产品是成功
的。相反，如果一个产品视觉形态独
特，相比同类要贵上许多，但是它因为
要形成这种好看的外观而产生了不必
要的问题，或者要让用户花费更多的
步骤、动作和时间去学习和使用，那么
它一定不是一个优秀的设计。”

据介绍，工业设计是对所有工业
制品设计以及人为系统设计的统称，
上到航天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工
业，下到水杯、台灯、衣架等轻工
业，还有 UI、HMI 等界面交互也都
涵盖在工业设计的研究范畴里面。值
得一提的是，工业设计不只是对实物
产品的研究，还有涉及对服务系统，
产业模式的研究。因为一件产品从生
产到销售到使用，再到回收，是一个
连续的进程，单独考虑某一个部分是
不可行的。

近日，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在
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展馆内一列工业
化平台动车组吸引了众多目光。列车
上的双层座位车厢和双层卧铺车厢等
都可以按照需求随机结合，相比传统
动车组，工业化平台动车组取得了很
大创新，打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高速
列车全球范围内只能固定编组的模
式。工业化平台动车组模型不但有厨
房和座椅结合的车厢，也有卧铺的车
厢，同时在一节车厢里面也可以实现
座位和卧铺相结合的客运组成方式。
此外，还有无糖无奶的低脂咖啡、可

以根据顾客需要移动的试衣试鞋车、
设计感满满的移动街景房车……设计
已不单是外在装饰、吸引眼球，而是
制造业创新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

此次《专项行动计划》明确，制
造业设计能力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
能够为产品植入更高品质、更加绿
色、更可持续的设计理念；能够综合
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模
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能够推
动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

用4年时间，补上

制造业领域设计短板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200 多
种工业品产量全球第一。但谈到工
业设计第一阵营，消费者大多先想
到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中国
在制造业许多领域，仍存在着明显
的设计短板，特别是在设计基础研
究与数据积累、设计工具与方法、
设计人才培养、试验验证以及公共
服务能力等方面，亟待加强。

“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系
统工程，既有成本、质量的问题，
也有设计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
际刚对记者说，“过去中国的制造
业，更多的是追求产品的数量、追
求 规 模 的 扩 张 ， 但 是 在 产 品 的 功
能、质量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在
整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和价值链
体系里，设计是我们的短板，影响
了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
国。这就要求中国制造业需要将产
业和文化相结合、产品和艺术相结
合 ， 使 设 计 在 满 足 人 们 的 美 好 生
活、国际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出台
《专项行动计划》 正是为了提升设计
水平和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专项行动计划》 提出，争取用 4 年
左右的时间，推动制造业短板领域
设计问题有效改善，工业设计基础
研究体系逐步完备，公共服务能力
大 幅 提 升 ，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创 新 发
展。其中，要在高档数控机床、工
业机器人、汽车、电力装备、石化

装备、重型机械等行业，以及节能
环保、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原创设
计突破。在系统设计、人工智能设
计 、 生 态 设 计 等 方 面 形 成 一 批 行
业、国家标准，开发出一批好用、
专业的设计工具。创建 10 个左右以
设计服务为特色的服务型制造示范
城市，发展壮大 200 家以上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创建 100 个左右制造业
设计培训基地。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中
国工业设计门槛较低，还没有形成
系统、被普遍认同的学术体系，有
些 人 简 单 地 将 工 业 设 计 等 同 于 美
工、视觉艺术等，认为工业设计就
是外型“好看”。事实上，工业设计
中，消费者、使用者本身成为设计
的 一 部 分 ， 必 须 考 虑 实 用 性 的 提
升，不能“中看不中用”。

营造公平开放的设

计环境

如何推动工业设计尽快上台阶？

人才培养将加快。《专项行动
计划》 提出，要改革制造业设计人
才培养模式，畅通设计师人才发展
通道。

结 合 “ 新 工 科 ” 建 设 ， 推 广
CDIO （构 思 - 设 计 - 实 现 - 运 作）
工程教育模式。鼓励社会团体、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制造业企业协
作办学，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投向设
计教育领域。加大工业设计人才培
养培育力度，探索纳入人才积分落
户制度。鼓励具有大型项目经验的
设计师设立个人或联合工作室，担
任社会兼职，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价
值。

小王表示，目前高校中的工业
设计专业面临较大就业压力，甚至
上了一些所谓的“十大最难就业专
业”榜单。

随着 5G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大量新增的工业设计用人岗位
集 中 于 汽 车 内 饰 人 机 交 互 设 计
（HMI），体验设计 （UX），服务设
计等。而这类岗位，除了 3D 建模等
基本技能以外，还要求工业设计者
具 备 更 多 的 跨 专 业 的 技 能 ， 如 编

程、战略、管理等，对人才提出更
高要求。

营造公平开放的设计环境。设
计离不开研发创新，设计成果、知
识产权的保护是保障设计产业健康
发展的前提。

《专项行动计划》 提出，要强化
设计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设
计 发 展 的 社 会 氛 围 。 加 大 惩 戒 力
度，严厉打击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等
违法行为，维护行业竞争秩序。加
强设计类评奖、大赛、展览的知识
产 权 保 护 。 顺 应 设 计 产 业 发 展 实
际，探索新业态、新领域的外观设
计保护，适当扩大外观设计专利权
保护客体的范围。

“鼓励设计研发创新重点是要形
成 一 个 统 一 开 放 、 公 平 竞 争 的 环
境。”魏际刚认为，设计师进行了辛
苦的创新，但是由于“山寨者”的
抄 袭 ， 优 秀 的 原 创 设 计 被 挤 出 市
场，这对于设计而言是致命的。“知
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我们要尊
重设计师的辛苦付出和创新精神，
这样中国工业设计才有可能长远地
走下去。”

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

工业设计，中国发力补短板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小朋友在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观看自走式玉米青贮机模型。 唐 克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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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倫敦警方消
息：倫敦橋上發生了一次顯然是持刀行凶的襲
擊，警察擊斃了一名男子。

警方在周五(11月29日)發表的聲明中說，
警方認定這是一次恐怖襲擊。

BBC的報導說，一名記者看到倫敦橋上有
幾人扭打在一起，幾名男子控制住了襲擊嫌疑
人。警察趕到現場後向這名持刀者開了幾槍。

BBC報導說，嫌疑人用刀刺傷了幾人。現
在還不知道是否有人死亡。

倫敦警方的一位負責人尼爾•巴蘇告訴記
者，星期五下午，襲擊者已經在作案現場被警
察擊斃身亡。倫敦橋是英國首都主要交通要道
之一。

巴蘇說，這名男子身著背心，看上去像是
一個假的爆炸裝置。對於犯罪動機，巴蘇表示
，暫不予猜測。

英國官員希望公眾不要到這個區域，並表
示約翰遜首相將就這個事件的具體情況給公眾
進行通報。

約翰遜發推文支持緊急人員的處理方式。
推特上的視頻顯示，一名男子把那個可能

的攻擊者按倒在橋上，然後被趕到現場的警察
拖走。

美國強烈譴責針對無辜者的任何恐怖行動
，並保證會支持英國。

白宮發言人迪爾星期五（Judd Deere）在
一份聲明中說：“特朗普總統聽取了今天上午
發生在倫敦橋的襲擊事件的簡報，並正在關注
有關形勢的發展。美國強烈譴責所有針對無辜
者的恐怖暴力行為，我們堅決表示對我們的盟
國英國的全力支持。”

目前，襲擊現場已經被隔離起來。

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將抵達休士頓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將抵達休士頓
【本報訊】中華民國第十五屆總統候

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女士將於2019年12月
12日率團下午抵達休士頓緊接著一天半緊湊
的行程拜會僑社和僑胞歡聚。

佳芬姐此行是“代夫出征”，感謝僑胞對
他們的支持和贊助，主辦單位休士頓韓國瑜後
援會將於12月 13日星期五晚間6:30 PM在
Lambo Restaurant 舉辦佳芬姐感恩餐會，目

前餐票幾乎全部售完，現還剩一些散票，如欲
購票請洽甘幼蘋281-620-5557.

佳芬姐此行團隊共15 人，除佳芬姐包括
韓國瑜國策顧問召集人廖達琪、雲林科技大學
材料科技研究所王美心院士、奧運金牌國手陳
怡安、磊山保經董事長李佳蓉、韓國瑜競選總
部發言人何庭歡、台北市議員張斯綱和徐弘庭
、高雄市議員黃紹庭、海外立委童惠珍、韓青

加上助理等共計15人。
佳芬姐休士頓行程緊湊，主辦單位將在

12月13日上午九點假恆豐銀行12樓會議室召
開記者會，會後安排參觀中華文化中心和美南
新聞，並接受美南論壇專訪。

當天晚宴之後，晚宴後並安排佳芬姐與每
桌僑胞合照留念。

倫敦橋發生一起恐襲事件
疑似兇手被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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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ingyuanzj.com      中国·璟原艺术     JINGYUAN ARTWORK

中国浙江璟原艺术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国字画投资与收藏的艺术品公

司，总部位于人文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浙江省杭州市。分公司设于
香港。璟原艺术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职业态度，以强大的资本作为经

济后盾，并拥有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博物馆的资深专家组成的鉴定团队。
风云百年，世事沧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当年的风云人物移居

海外，他们的翰墨手泽及其收藏亦遗珠异域，湮没不彰。为了找寻历代先
贤们的墨宝佳构予以完璧故土。2008 年以来，我公司积极开拓海外业务，
长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举办“中国字画鉴定收购会”活动。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均设有办事机
构和联络人。迄今为止我公司已在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此类征购活动百余
次，收购古、近代书画 8000 余件。璟原艺术诚信为本的作风更是赢得了

世界各地华人藏家的认可与好评！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璟原艺术将第二十六次赴加拿大与美国，

共五站：多伦多、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12 月 9 日在休斯顿，
开展中国字画的免费鉴定和收购活动。依旧由公司副总经理周佳先生以及
书画部门主管陈立界先生带队。为确保藏家放心，我公司一律实行当场交
易。敬请各位侨胞和藏家带上藏品莅临现场 ! 我们即可以给您提供关于您
的藏品方面最专业的意见，又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满意、公道的价钱！恭候
您的到来！

* 张大千 / 于右任 

* 乾隆帝书法

* 董其昌 / 陈继儒 

近现代名家字画（晚清至民国）  
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

李可染，黄宾虹，傅抱石，于右任，溥儒，

黄君璧，陆俨少，潘天寿，吴湖帆，于非厂，

冯超然，丰子恺，谢稚柳，陈佩秋，程十髪，

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杨善深，孙文，黄兴，

徐世昌，袁克文，黄炎培，柳亚子，沈曾

植，弘一，章太炎，严复，胡适，郁达夫，

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郑孝胥，沈从文，

张伯驹，马一浮，启功，赵朴初，沈尹默，

郭沫若，林散之，李苦禅，王雪涛，陈其宽、

王己千，黄胄，钱松岩，吴冠中等……

 收购范围 

古代名家字画（唐宋元明清）  
赵孟頫，钱选，吴镇，倪瓒，沈周，周臣，

唐寅，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仇英，徐渭，

祝允明，王宠，陆治，陈淳，钱穀，董其

昌，陈继儒，丁云鹏，吴彬，陈洪绶，蓝瑛，

黄道周，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

八大山人，王时敏，王鑒，王翬，王原祁，

吴历，恽寿平，杨晋，金农，郑板桥，康

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董 诰，董邦达，

蒋廷锡，邹一桂，钱维城，张宗蒼，石涛，

邓石如，王文治，伊秉绶，刘墉，何绍基，

赵之谦，陈鸿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

棠，林则徐，翁同龢，陆润庠等……

作品形式：立轴，手卷，册页，镜框，镜片，画心，成扇，扇片等等皆可。

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 我们买? !
中国  璟原艺术  中 国 字 画 收 购 会  
全球范围高价收购中国古 / 近代字画 2019 年12 月9 日   休斯顿璟 原 艺 术

海
外
遗
珍
，
完
璧
故
土
，

是
我
们
的
宏
愿
！

翰
墨
千
秋
，
手
泽
流
芳
，

是
我
们
的
梦
想
！

（包括但不限于）

诚 信 为 本   当 场 交 易  
敬请各位带上您的藏品莅临活动现场

地點：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
Meeting Room:Dallas

時間：2019 年 12 月 9 日 ( 周一） 

          9:30AM~3:30PM 

聯絡人：王玥小姐    

郵箱：us6267736336@gmail.com
電話：1-626-773-6336

如您或您的亲友在香港与台湾有大量藏品不便处理，请与我公司联络，
我公司可安排专家前往香港与台湾提供上门收购业务。

【本報訊】在這個豐收的季節，休斯敦黃河合唱團的年度音樂會即將到來。目前，合唱團的
六十位團員在指揮莊莉莉的帶領下正在努力的排練，要把最好的歌聲獻給聽眾朋友，並對聽眾朋
友多年來對於合唱團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次音樂會接近聖誕節，合唱團將演唱“Joy to the World! Hallelujah! ” 和"Ave Maria"，也
會演唱幾首由大家耳熟能詳的當代流行歌曲改編的四部合唱: "你是我所有的回憶"，"我期待"， "十
八姑娘"; 讓大家感受加入了豐富和聲的編排之後歌曲更多層次豐厚的情感表達。另外會演唱經典
的民族風合唱曲: "遙遠的小漁村"，"彎彎的月亮"，以及加入了古箏伴奏的"彩雲追月"。此外有菲律
賓民歌"Rosas Pandan", ，向音樂大師李叔同致敬的”彩虹” 和" 城南送別"。

除此以外，您還能欣賞到清新優美的女生小組唱歌曲: "春雨沙沙"， "再別康橋"， "乘著歌聲的

翅膀"， "The Prayer" ; 和古箏專業者黃慧敏的古箏獨奏，一定能令您耳目一新。
音樂會尾聲將獻上一曲 "永遠的朋友"，務求一曲終了， 餘音繞樑。
黃河合唱團衷心地邀請熱愛音樂的朋友們，來共同度過一個以“踏歌行”為主題的美好夜晚。

時間：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晚上 7 點
地點：Houston 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地址是800 Bagby, Houston,TX 77002,
票務聯繫人： 朱曉紅 713-598-4188 預售票價：$ 12

朱 彤 832-858-2085
黃河合唱團裴彩雲供稿
有關休斯敦黃河合唱團詳盡資料請到以下網站查閱： http://www.yellowriverartsgroup.org

休斯敦華裔聯盟第二屆休斯敦華裔聯盟第二屆””HCAHCA立法論文大賽立法論文大賽””開始報名開始報名

黃河合唱團踏歌行音樂會預告

【本報訊】為了鼓勵華裔青少年養成關心
美國政治，積極參與的良好習慣，休斯敦華裔
聯盟今年繼續舉辦“HCA立法論文大賽”。比
賽分為高中組和小初組進行，獲獎文章將被刊
登在HCA官方網站，所有參賽學生用於研究和
寫作的時間都可以算做義工時間。參賽者資格
要求：大休斯敦地區K至12年級華裔學生。

**高中組 （9年級至12年級學生）
論文題目：
德 州 議 案 HCR88 （https://legiscan.com/

TX/bill/HCR88/2019）“敦促美國國會通過更嚴

厲的槍支法律，包括禁止銷售攻擊性武器。”
請參賽學生假設自己是德州的議員，通過研究
決定支持還是反對該議案，並寫一篇文章來闡
述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定。

字數要求：500-800字 （論文長度不包括
論文題目和參考目錄）

獎勵辦法：正反雙方最佳論文均給予現金
獎勵，一等獎 $300，二等獎 $200，和三等獎
$100。

**小初組（Kindergarten 至8年級學生）
論文題目：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候選人

Andrew Yang 在Twitter上發表：“SAT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產物，當時以此來決定誰可
以不去前線參戰。現在年年有戰事。我們應該
減輕對標準化考試的重視，而更加整體化地評
估 學 生 。 ” （https://mobile.twitter.com/an-
drewyang/status/1181967264167448582?
lang=en）請問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請做充分
的研究並據此闡述你的觀點。

字數要求: 少於500 字（論文長度不包括論
文題目和參考目錄）
獎勵辦法：正反雙方最佳的3篇論文均給予$20
現金獎勵。

**比賽截稿日期：2020年1月10日
（HCA將於2020年2月公佈比賽結果）
請將參賽文章和報名表一起發電郵至:
hcatx2014@gmail.com
請訪問 HCA網站下載報名表（https://
hcaus.org/2019-hca-legislative-es-
say-contest/）

**論文格式具體要求：
徵文語言:英語
文件類型：參賽文章應該以.doc或.

docx文件的形式提交
字體：請使用Times New Roman

字體，12磅字體大小
間距：雙倍間隔
參考文獻：參賽論文必須包括至少3份所

查詢參考文獻的標題。參考文獻可以來自印刷
品或在線資源

樣式指南：可使用MLA，芝加哥或APA樣
式手冊選用引用格式

請做：請確保填寫參賽報名表，並由參賽
學生及合法監護人在報名表上簽字，與論文一
起提交

不要：不要在論文中輸入參賽學生的名字
，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論文中傳達或暗示個人

身份，以確保所有論文都將被匿名評比
有關徵文比賽的任何問題請發電郵至：

hcatx2014@gmail.com
**論文評判標準：寫作技巧和語法（30％

），論據（35％），和議案研究與支持數據
（35％）

**閱讀材料：在德州議案如何變成法律
（https://house.texas.gov/about-us/bill/）

衷心感謝贊助2019年“HCA立法論文大賽
”的商家：AIG Financial Network Lucy Zhao
和SpiderSmart Bellaire & Memori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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