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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美國歷史房產市場在危機過後勢必迎來回漲縱觀美國歷史房產市場在危機過後勢必迎來回漲
疫情席捲全美後，不僅嚴重

打擊了房屋交易市場的成交量，
也該變了人們尋求房屋的條件，
有經紀人觀察到原來租住公寓的
買家開始希望找單戶整棟房屋，
而目前市場的供應也因為賣家的
謹慎和觀望心態愈加吃緊。

在亞特蘭大的一個兩小時的
Open House中，約有12個大部分
戴口罩的家庭參觀了這個六室六
衛的新建房屋，開價超過300萬
元。

由于疫情，買賣雙方都退出
了市場，四月份待售房源數量暴
跌。在截至5月2日的一周中，總
房源下降 19％，而新房源下降
39％。

亞特蘭大房屋的房地產經紀
人本•赫什（Ben Hirsh）表示：“我
們已經有了做好準備的買家，有
意願和有能力的買家，而賣家卻
撤下房源，改變主意。”

“要想讓賣家將房屋放到市
場上，打開大門讓人們進來參觀
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障礙。”

赫希什說，他在上周有兩名

賣家，他們已經把房產挂牌到市
場上，拍了大量照片，準備好出售
，然後他們決定撤下房源。“這在
發生疫情前就已經是一個問題，
不會很快看到這種情況緩解。”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美國房屋建築
商發現需求突然激增的原因。

現有的住房供應根本不足。
房屋建造商也傾向于在遠離城市
中心的郊區建造房屋。雖然城市
生活在千禧一代中非常受歡迎，
但冠狀病毒的“居家令”可能已經
在扭轉這一趨勢。人們想要在房
屋內外有更大的空間。

有趣的是，雖然目前還沒有
確切的數據，但房地產經紀人表
示，他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寓租
戶正在尋找單戶房屋。在存在這
種供應的地方，需求完全沒有減
少，只是推遲了。

縱觀美國歷史上的幾次最嚴
重的經濟危機，房地產始終是最
適合在危機中入手的項目。

2008年的次貸危機造就了太
多“以小博大”的典範，充分闡述
了投資界的杠杆原理。雖然COV-

ID-19並沒有造成像2008年那麼
誇張的後果，但這次的情況在歷
史上也發生過許多次，1918西班
牙流感、1929大蕭條、911事件、卡
特琳娜颶風都證實了美國房地產
市場具有極高的韌性，危機過後
勢必迎來回漲（V-Shape式暴增）
。

美國某地產諮詢公司董事長
Eric Chen在接受采訪時稱：“目前
市場上大量的需求被壓制，一旦
疫情好轉，交易量就會快速反彈，
這只是時間問題”。

就目前的美國房市整體行情
來看，房價還是很穩定的，而且主
流區域（尤其是南加州地區）的房
價甚至出現“穩中有漲”的趨勢。

首先這並不代表現在的房市
處于火熱階段，事實上現在的房
屋成交量相比去年同一時間是下
降的。由于是疫情期間，再加上政
府出臺政策延遲了房主們支付貸
款的時間，現在願意把自己的房
子拿出來賣的人肯定會少一些。
然而買房的需求並沒有相對減少
，市場走勢趨略發逼近供不應求

的局面。
疫情結束後，很大一部分人

會因為經過此事之後產生更加強
烈的購房意願，也會有更多的房
源陸續上市，而每一個房源的上
市意味著原房主需要購入新的房
子居住（如果沒有第二棟房的情
況），市場有很大幾率將會進入一
個井噴式增長，這就是疫情結束
後勢必會發生的房市回暖，隨之
而來的便是大幅上漲的房價。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要
等到疫情結束再去買房，時機就
是現在。

許多潛在的買家已經在使用
新的虛擬技術在線看房。房地產
經紀人提供了“現場”放映，他們
在房屋周圍走動並拍攝視頻，而
買家則通過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觀看並提出問題。

一些經紀人提供了空置房屋
的單獨看房日，為買家提供了打
開房屋鑰匙鎖箱的密碼。但是，隨
著各州重新開放，顯然會有更多
的買家出來。

（文章來源：紐約投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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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和保單這兩類產品，一個是磚頭水
泥，一個是白紙黑字，聽起來差很遠，但作為
資產配置品來說，兩者並無太多差別。最重
要的是，對于大多數投資者來說，配置房產
和保單也並不衝突。但是如果非要進行一個
資產配置方面優劣的對比，那結果是怎樣呢
?

以下買房和買保險的對比分析或許能
夠給投資人一些參考。

首先，一切投資理財行為，最重要的5個
指標永遠是收益、風險、流動性、稅收安排、
其他限制。在進行美國的資產配置中，無論
選擇什麼投資品，都要注意分散風險，鎖定
收益,通過長短周期的控制，完成收益、風險、
流動性的動態平衡，達到資產增值的目的。

1.現金支出
買房：在加州，作為外國投資者，大約50

萬美金可以購置一個獨立屋。受限于外國人
身份的貸款批准難度和頭款支付問題，比較
常見的方式是全款現金買房，我們也是使用
的這個計算方式。

買保險：40歲左右的女性，約$50萬美元
的投入，可以購置-份保額約300萬美 金的
壽險保單。我們暫且將保費分為10年付款，
每年支付5萬元。

結論：買房支付50萬美金，一次性全款
支付。買保險每年支付5萬美金，10年付清。
在流動性方面，保產品勝出。

2.使用價值
買房：房屋的屬性就是居住。在居住的

同時，享受房產增值的預期。在下一節我們
會討論對比投資價報。

結論：由于兩者完全不同的使用屬性，
所以缺乏科學的可比性。從我們的角度來說
，房產更多是物理層面的價值，而保單的價
值更側重于心理層面。

3.交易成本
買房：全款現金買房的成本大概在房價

的1%左右，這些政府費用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過戶公證費
‧房屋檢查費
‧文件公證費
‧經紀公司的法律規範監督費
‧轉戶費
‧第一年的房屋保險費
$50萬的房產，我們計算這個成交的費

用為5000美金。
買保險：只受限于客戶是否具備申請美

國人壽保險的資格，如年齡。健康，身份許可
純等問題。保險公司只會收取第一年的5萬
美金保費，保費裏面已經包括每年度的管理
費用，並無其他費用產生。而在申請保單的
過程中，執業經紀人的保單設計，顧問服務，
不額外收取費用。涉級體檢的時候，由保險
公司安排或提供上i ]服務，且完全免費。

結論：無論是買房還是買
保險，成交成本取決于不同的
因素。

4.維護成本
買房：一幢50萬的房子，

每年需要指支出的維護費用大概是1萬美金
不到，包括了1-2%的房產稅、物業費、房屋保
險和各種房屋修葺費用。

買保險：您只需要向保險公司每年按時
繳納保費。

結論：由于保險和房屋具有完全不同的
天然商品屬性。美國房屋的維護成本不可精
確預期，一旦產生，價格偏貴。而保險則沒有
額外維護費用。

5.增值收益
買房：根據凱斯席勒全美房價指數2016

年底統計，美國前20大都市圈的房價平均漲
幅是5.76%。房屋還有租金收入，洛杉磯地區
的租金中位價格大概在1500美金左右。

買保險：視不同保險產品類型而定。目
前IUL保險的演示收益率在7%左右，過去20
年的標普500的平均收益率在12%左右，發
行IUL保單產品的保險公司還會有-個0%的
保底收益率給到客戶，達到無風險的增值。

結論：無論是買房還是買保險，收益其
實都是和美國及全球的經濟走勢挂鉤的。大
多數人投資房產的目的是用租金抵消每年
支出，略有盈餘，同時預期每年房產價值的
增值，拿的是平均值為5.76%這一塊。而美國
壽險中，IUL保險由于其產品特殊性，給予了
客戶0%的托底收益率，同時還提供了2%的
固定賬戶托底收益率，對比房屋增值均值而
言，收益率更加穩定。

6.兌換現金
買房：對于房屋而言，最簡單的兌換方

式就是一賣之，好處在于可以短時間內大額
套現，但是同時作為外國人差不多要付出增
值部分 35%的利
得稅，同時還要承
擔6%的中介交易
費用。當然，您可
以用抵押房屋的
形式獲取現金，在
負擔利息的同時
也不會失去房屋
的所有權。

買保險：保險
兌換現金的方式
比較多樣化，如果
想一-次性大額套
現，客戶可以選擇
保單質押的方式。
我們更加推薦客
戶采用按需取款

的方式來做子女的教育基金和自己的退休
補貼，比如此文中的例子，45歲女性可以在
65歲到90歲領取退休補貼，二十五年間共
領取100萬美金。

結論：相對于房屋而言，保單產品在領
取現金方面更加穩定和靈活，而房屋在大額
變現方面更具優勢。

7.財富傳承
買房：外國人在美國的免遺產稅額度只

有6萬美金，因此房屋價格超過6萬美金的
部分，如果要傳承給後代，需要繳納40%的
遺產稅。

買保險：人壽保險所留給後代的錢是完
全免稅的，配合合理的財富配置，可以完全
免掉利得稅和遺產稅。大多數情況下，受益
人都是拿到保險賠償金之後，可以拿錢去付
繼承其他財產所需要繳納的遺產稅。以文中
45歲女性為例，假設在90歲的時候身故，可
以給受益人留下完全免稅的400萬美金。

結論：人壽保險在財富傳承上的優勢更
大，這是保險產品的天然優勢。應該說美國
人壽保險是財富傳承不二的選擇。

總結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把規劃這兩種產品

總結為以下兩句話:
投資美國房產是用中等流動性，換取預

期中等收益和低風險的財富增值。
規劃美國壽險產品是用低流動，換取高

收益和無風險的財富增值。
投資房產和規劃美國保單產品，都需要

每個人根據自身的時機情況來做出決策，而
美國人壽保險作為一項金融工具產品，在規
劃時，更需要專業且深入瞭解美國保單運行
邏輯的執業經紀人，進行以客戶實際需求為
中心的保單設計和配置，方能達到最優的效
果。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紐約置業信息平臺紐約置業信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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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出租物業業主在兩個選擇之間爭論，他們應該專注
于償還他們已經擁有的少量房產嗎？還是應該購買更多房產
？在本文中，我們將討論這兩個問題，為了得到答案，您應該
問自己這兩個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提出兩點注意事項。首先，術
語“屈指可數”(用來描述你擁有的房子的數量)與你的個人經
歷和債務承受能力有關，有些人認為一小部分房產是指一個
或兩個單元的房產，其他人認為是15或20個單元的房產。一
旦積累了一定數量的房產，幾乎所有投資者都會開始認真考
慮這個問題，儘管這個數字差別很大，這完全沒問題，個人理
財是個人的。其次，這篇文章關注的是投資者應該做什麼，而
不是投資者可以做什麼，我不打算關注投資者是否可以購買
更多的房產(即是否有資格獲得貸款)，我將集中討論如何決
定你是否要買更多的房產。多買還是少付？這個問題涉及到
你的債務承受能力和你為自己的生活設定的目標，讓我們看
看這兩個因素。

1、債務承受力
“風險承受力”看的是必然結果，“債務承受力”分布在一

個範圍內，在光譜的一端，你會發現有些人甚至沒有讀到大
口袋社區的內容，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涉足房地產投資
，他們樂于把錢存在債券、現金和銀行存單上。在光譜的另一
端，你會發現有些人熱衷于利用利潤率來杠杆化他們購買的
低價股票，他們會借入大量貸款來資助所有類型的企業。這
些都是極端的例子，我們大多數人都處于兩者之間。

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你會發現投資者代表著這個問題

的方方面面，一些投資者認為，你永遠不應該把自己的錢投
入到投資中，而另一些人只會用現金購買房產。“債務承受力
”可能比“風險承受力”更準確地描述了這個問題，原因是，一
些投資者認為使用他們自己的現金比使用其他人(貸款人)的
錢風險更大，但其他完全是現金買家的投資者不同意這種看
法，我們其餘的人則居中。因此，如果你在決定是還清還是繼
續積累，你應該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的債務承受力如
何？我有多接近“最大化”我的舒適水平？

2、目標設定
第二個問題是你的人生目標，你的房地產生意的目標是

什麼？你的投資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這些目標？我們不會在真
空中創造利潤，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更高的目標。你的目的是
什麼？你的目標是在60多歲時擁有大量的金錢，還是在30多
歲時擁有可觀的現金流？

3、兩個例子
喬今年是30歲，他有四套單戶住宅出租，每所房子每月

的租金收入為2000美元，在支付了抵押貸款、維修、管理、職
位空缺和所有其他費用之後，喬每月會收到800美元的被動
現金，他的目標是在他60多歲的時候，讓他的出租房產為他
提供一個不錯的、豐厚的退休生活。基于這個目標，他選擇不
償還他的房子，相反，他為自己的房產支付最低的抵押貸款，
並專注于積累更多的房子，這將使他在60多歲時享有更大
的現金流。

吉爾今年也是30歲，她還擁有四套單戶住宅作為出租

物業，每套的總租金為每月2000美元，目前的被動現金流為
每套200美元(合800美元)，換句話說，她現在的情況和喬是
一樣的。然而，她的目標是在30多歲時享受被動收入和財務
自由，這將使她能夠把她的青春花在其他的事情上，比如搬
到歐洲，創辦一個不同的企業，加入和平隊或撫養一個家庭，
她沒有專注于積累更多的房產，而是專注于支付自己的租金
。當四套房子全部付清房款後，她每個月的總收入將達到
8000美元，假設她總收入的大約一半將花在與抵押貸款無
關的運營費用上，她每月將獲得4000美元的被動收入，如果
她積極地把這些房子付了，她可以在30多歲時享受這筆錢。

4、最好的選擇
這兩個選項哪一個是正確的？最好的行動取決于你的個

人目標，喬想在60多歲的時候有更多的錢，吉爾想在30多歲
時立即有現金流，這兩個都是有效的選擇，它們強調了你的
決定需要如何與你的生活目標相一致。我們不是在真空中賺
錢，我們要讓他們支持我們想要享受的生活方式。

你是應該購買更多的租賃房產，還是專注于償還你所擁
有的房產？這不是你應該問自己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想
從生活中得到什麼？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你願意承擔多少債
務？一旦你回答了這兩個問題，“多買還是少付”的問題會更
容易解決。（（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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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應該多買些出租房你是應該多買些出租房
還是專注于現有房產還是專注于現有房產

答案很簡單，從前的老百姓想方設法地全款購買一套房
子，弄得手裏連流動投資其他的資金都沒有，到頭來還是這
一套房，無法套現，即使如今身價百萬也當不了飯吃。

而富人只用全款的十分之一首付就能同時買到多套房，
十年後房子增值了，再把房子轉手賣掉，不耽誤自住，還賺了
不少。當然，房住不炒，但是想讓更多人從喜歡把錢拿來存銀
行和買房求穩的老觀念裏跳出來，學會用時間去衡量金錢，
在急于用錢的時候，不會出現苦于只有一套房而變現不了的
情況。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的行業可以投資。說白了，有錢人懂
得錢生錢的道理，他們有花錢的能力和花完讓錢回到自己手
裏的能力，錢可以流動起來。

建議你有能力全款，也要選擇貸款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人明明有能力全款，卻更願意選擇貸

款的原因了。而普通人握在手裏的錢是死錢，是靜態的，花出
去也就沒有了，要是花不出去似乎也就形同于一般的紙張無
異了。

再者，如今的房價，很多人連首付湊齊都很困難，想要全
款買房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何能在昂貴的價值中尋求更高的性價比呢？小編覺得
就是提高使用率，每多住一天，平均價格就會便宜點，所以如
果貸款買房能比攢一輩子錢全款買房多住上二三十年，何樂
而不為呢？而且，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不可避免，如果你是十
年前買的房子，當時每月一千塊的月供可能覺得多，可放在
現在還會覺得有壓力嗎？

貸款買房“越長越好”還是“越短越好”？ 表面上看，貸
款10年要比貸款30年利息少，但如何結合現實來考慮的話，
我們不能不考慮M2(現實和潛在購買力）這個因素。

要知道，我國經濟在短短幾十年裏是飛速發展的，打比
方說，40年前的冰棍只需要5分錢，而當下想買冰棍可能得
需要5塊錢。

所以，當M2增加超過GDP速度之後，經濟表現就成了貨
幣購買力不足。同理，按照過去的M2比GDP增速，貸款30年
後還的50萬元，可能僅僅相當于30年前的2、30萬元。

一位在銀行當經理的朋友直言：貸款最好還是別選20
年以下，而且能選30年就別選20年，不少人白送錢！

為什麼貸款期限越長越好？
為什麼說能借多久就借多久？因為隨著樓市逐漸穩定，

房價波動不會太大，利用長周期貸款來讓自己獲得更多的周
轉資金絕對是明智之舉，不論把錢投資到哪裏，都能有效對
沖掉房貸的利息。

選擇等額本金的人：前期還款很高，越往後還的越少，比
較適合提前還款，只不過前期壓力太大了，所以這種還款方
式更適合收入比較高的或有一定積蓄的人。

選擇等額本息的人：每個月還款數額均等，前期還的都
是利息，到後期還的才是本金，所以提前還款是非常吃虧的。
看到這裏，還在發愁怎樣選貸款的你還糾結嗎？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房地產經紀人大學房地產經紀人大學））

所貸期限是所貸期限是““越長越好越長越好””還是還是““越短越好越短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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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式公寓不管是年輕單身男女買來自住，還是在當下
限購政策下的投資等。不過小戶型除了LOFT之外，還有SO-
HO，發現其實很多人未必真能分清楚什麼是LOFT，什麼是
SOHO。

很多人只知道小複式、小公寓，但對這兩類分不太清楚，
買房時容易盲目去選房看房，而後才發現根本不是自己想要
的，浪費精力。對于LOFT和SOHO的區別你真的瞭解嗎?是
否瞭解他們之間存在的區別以及他們各自的優缺點？

首先，介紹下SOHO.
“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是SOHO的縮寫，在家

辦公的概念。自SOHO引入中國後，迅速成為無數希望自由
辦公人員的從業場所。SOHO住宅，是指那些能夠滿足一個
人在家居住和辦公的小戶型。與房型關係不大，更多是指房
間的功能或者房間的風格。

購房SOHO主要有6大特點：
1、它的建築可按單元式分隔銷售；
2、SOHO用地性質是商業或辦公，土地使用年限為40年

或50年；
3、很多不享受本市戶口准入政策的限制；
4、SOHO辦公的建築布局可采用公寓套房式的建築布

局，不得設置陽臺；
5、其用水、用電、用氣等價格按照商業價格收取；
6、建築日照間距按照辦公建築控制。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一下LOFT
LOFT在牛津詞典上的解釋是“在屋頂之下、存放東西的

閣樓”。LOFT現指沒有內牆隔斷的開敞式平面布置住宅,功能
分區為上下兩層，所以現在在買房市場中，我們經常看見“買
一層送一層”。LOFT的內涵是高大而敞開的空間，具有流動
性、開放性、透明性、藝術性等特徵。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
後，LOFT成為一種席捲全球的藝術時尚。

相較SOHO，LOFT又有以下優點：

1. 得房率高
使用面積倍增(購買面積只算首層面積)，小戶型，高得房

率，通常面積在30-50㎡，層高在3.6-5.5米左右，甚至更高。
雖然銷售時按一層的建築面積計算，但是實際使用面積可達
銷售面積的近1倍，也就是“買一層送一層”；

2. 使用成本低
物業費只收單層，且空間設計靈活，業主可以根據自己

喜好進行格局設計。Loft的定義要素包括：高大、開敞的空間
，上下雙層的複式結構；流動性，戶型內無障礙；透明性，減少
私密程度；開放性，戶型間全方位組合，除了衛生間和廚房之
外沒有任何預設的安排，屋主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隨意設計；
藝術性，通常業主自行決定所有風格和格局；

3. 適合定位
特別適合想在大城市定居的普通人。
特別適合年輕人（習慣爬樓梯和小空間）或希望在大城

市扎根並且工作穩定的年輕人。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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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美國房產SOHO & LOFTSOHO & LOFT的區別的區別

今天我想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故
事是這樣的，我已經和車庫門公司約好了，
要修理我的車庫門，技術員看了看工作，告
訴我零件和人工要200美元，因為我是個小
氣鬼，所以我不打算為這個特別的修補程序
付給這家公司200美元，我立即在網上查找
了零件，並告訴他，他對我的工作要價過高，
我很有禮貌地開始和他討價還價，希望能以

100美元(他給我的報價的一半)完成這項工
作，果然，他同意了我的建議，幾乎沒有討價
還價，然後繼續為我完成了工作，只給了他
原來要求的一半價錢。

1、經常詢問
如果我沒有親自上網查詢零件價錢，我

很容易就會同意200美元的初始報價，而不
去想它是否會便宜，然而，我
付出了一點努力，我為自己
省下了100美元。在房地產行
業，簡單地提出要求往往會
被忽視或低估，事實上，要求
更好的條件、更優惠的價格、
更多的時間、更多的讓步等
並不會花費太多時間，但這
個簡單的要求可能會帶來巨
大的回報。

另一個例子是發生在今
天，我的采購經理告訴我，他
已經推遲購買一個非常好的

物業，這個房子價值15萬美元，在我查看了
對比圖並研究了所需的維修費用後，我決定
我真的不想為這處房產支付超過14.5萬美元
的費用，由于已經簽訂了合同，我的采購經
理猶豫著是否要回到賣家那裏要求降價。再
說一遍，除非你問過，否則你就不知道會發
生什麼，果不其然，賣方同意了我們14.5萬美
元的降價，我們節省了5000美元，這個簡單
的要求就能讓我的口袋裏多出5000美元。

2、實際的例子
對于一個房地產投資者來說，這個原則

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這裏有幾個例子來幫
助開啟你的創造力：

•當賣家不接受你的價格，讓他們做賣
家融資。

•要求賣家在出售房產時包括家具、電
器、固定裝置等物品。

•要求賣家允許你在房產交易前進行
維修，以節省保存成本。

•詢問賣方你能否轉讓合同。

•要求賣家延長交易期限，這樣你就可
以繼續尋找最終買家。

•要求賣家降低價格，因為你發現了額
外的修理、模具、損壞的財產等等。

•如果買賣雙方在交易中討價還價，讓
他們的代理人出一部分傭金，讓交易成功。

•如果你使用代理人，要求他們減少傭
金的數量，或允許你做一些工作。

•要求買家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評估
和盡職調查。

•要求買方使用您的首選貸款人和結
算律師/產權公司。

•要求承包商提供批量折扣、具體完工
日期、詳細收據、質量工藝、保修單等。

•向物業經理索取租客安排折扣、豁免
費用等福利。

同樣，這些只是幾個例子，說明了房地
產投資者如何從簡單的提問中獲益，當然，
瞭解情況並要求他人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很
重要的，但是不要害怕聽到“不”這個字。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房地產投資者不應該害怕詢問問題房地產投資者不應該害怕詢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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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在房地產投資這個行業裏，我們每天都
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很容易就把項目擱置
起來，推遲實施我們頭腦中那些偉大的想法
。拖延症會成為一種我們不再意識到的習慣
，你有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壞習慣是如何影響
你的生意和你的底線的？大多數時候，大多
數房地產投資者完全不知道這些成本，但我
可以告訴你，你知道你應該做的事情卻沒有
去做，這會讓你損失很多錢，你可以通過停
止拖延來結束這種惡性的吸錢循環，誠然，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1、三個藉口："會，應該，可以"
想一下，有多少次我們都向世界(或者僅

僅是我們的配偶和朋友)宣布，一個新項目即
將誕生。就在那一刻拖延症來了，我們對我
們的項目、我們的計劃或等等一些事，無論

我們的“新事物”是什麼，都充滿了興
奮，在那一刻，我們完全打算履行我
們的承諾。但是後來當有人問我們關
于那個項目時，我們不得不說：

•在我的單子上
•我的日程表上有
•我將在下周(下個月，或假期

後)開始做這件事。
我懷疑我們都對此負有責任，我

們只是忙于我們的日常業務活動，
“會、應該和可能”會再次成為障礙。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做你最
害怕做的事，或者做一個叫做“吃掉

那只青蛙”的練習(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
到過，你可以在這裏找到)。

2、賽斯的智慧之言
我最近讀了一篇賽斯•高汀寫的博客，

標題是《設定一個日期》，讀過他帖子的人都
知道，賽斯是個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至少
有一次是這樣。在這篇特別的文章中，他說：
如果你還沒有宣布一個日期，你不是認真的
要做這件事，你需要選擇一個日期，它可能
在遙遠的未來。太遠了，我們都會知道你只
是在拖延時間，一個真正的時間，一個我們
可以接受的時間，一個你可以兌現的時間，
如果您的項目不能通過這個非常簡單的測
試，那麼它就不是一個項目。無論你說什麼，
都要在約定的時間內完成，不管有什麼外部

因素干擾，即使你不認為它是完美的，也要
交付它，你選的日期，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決
定職業生涯的習慣是，一旦你確定了時間，
就不要錯過，這些都是至理名言。

3、優柔寡斷是不好的
你可能想知道是什麼讓我再次走上這

條路，這是很簡單的，這是我幾天前收到的
一封電子郵件，有人問我是否願意指導她，
她郵件中的第一句話是:“我一直在考慮準備
投資房地產”。然後她繼續告訴我她推遲開
始的所有原因(沒有一個是真正有效的原因)
，包括需要一輛新車，她從來沒有提過她的
車有問題，但出于某種原因，她需要在開車
之前買輛新車，她在結束請求時說:“當我最
終決定這是否適合我時，你會幫我嗎？我知
道我要等到孩子們暑假結束，我們七月底度
假回來後才能開始工作。”(我想知道她是否
能在假期前買到新車。)

4、做一個決定
我們都有拖延症，但定期這樣做會削弱

你的房地產投資業務。
•你想開始直接投寄嗎？日期是什麼？

你從哪裏得到你的信件？下決定並把它寫在
日曆上。

•你是在考慮給FISBO或者過期的列表
打電話嗎？然後在今晚開始，如果你今晚不
能開始，你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把它記在日

曆上。
•你是否考慮過雇傭一個虛擬助理來

減輕你的工作負擔？只要登錄Odesk或其他
類似網站，看看他們能提供什麼，什麼時候
可以呢？把它記在日曆上。

一旦你能經常這樣做，你將會永遠停止
拖延。

5、做好兩件事
做任何事情的訣竅就是這兩件事：決定

你要做這件事
把它寫在日曆上；安排並做好。就是這

樣，這很簡單，但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就像房
地產投資一樣)。

6、我的方法
我總是把自己要完成的工作提早一段

時間進行，這周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在Face-
book上宣布，我將每天早起一個小時，把“會
、應該和可以”從我的項目列表中刪除，我的
解決方案是每天早起1個小時，每天早上至
少花2個小時做我的項目，直到我完成寫作。
既然我真的不喜歡起那麼早，我會計劃集中
精力，儘快完成這件事。我希望“複合效應”
將發揮作用，一旦這個項目完成，這會幫助
我贏得一個巨大的飛躍，至少這是我結束拖
延的計劃。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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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你在房地產領域的拖延症如何解決你在房地產領域的拖延症

我寫這篇文章之前，剛和一個積極的賣家合作過，很高
興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有一個非常積極的賣家，他們沒有其他
選擇，他們只是想出售他們的房子，每個投資者都喜歡這種
情況。你所能想到的就是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以及這筆交易
可能帶來的巨大利潤，但等待的事情可能不像看上去的那樣
美好。

有許多關于衡量賣方動機的重要性的文章，這些文章是
很好的指導，裏面講述的信息是非常有效和有用的。瞭解你
的賣家的動機是很重要的，它能幫助你確定賣家是否真的有
能力出售房產，或者他們只是給你一些額外的好處。再說一
次，動機很重要，但它被高估了嗎？

1、這就是為什麼衡量賣家的動機在房地產投資中
被高估的原因

我每個月都要和很多賣家談話，這的確很費時間，但你
必須先和他們交談，然後才能最終進行交易。我所發現的絕
對正確的真理是，衡量賣家的誠信比賣家的動機更重要，也
更容易被忽視，你的賣家會照他說的去做嗎？斯賓塞•約翰
遜說過：“誠實就是告訴自己真相，誠實就是告訴別人真相。”

2、誠信是賣家的核心
我想說99%的投資者(包括我自己)都會問這個簡單的問

題：你為什麼對銷售感興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一個

很好開始對話的方式，通過這個問題，可以找出為什麼他們
會回應你的營銷部分，你們在討論了房產之後(包括有多少
間臥室，屋頂的情況如何，以及你認為維修需要多少錢等等)
，我想更進一步問他們的是：你今天給我打電話到底想達到
什麼目的？這個問題暴露了他們聯繫你的真正原因。

雖然這可能聽起來有點苛刻或傲慢，但它讓賣家措手不
及，因為在他們的腦海裏，他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相
信我不會再問同樣的問題，通過問同樣的問題，但使用不同
的措辭，賣家會給你一個誠實的答案或一個不同的答案。如
果我從開場白中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你為什麼對銷售感
興趣？這立即引起了一個危險信號，那就是這個人不誠實。當
我到達物業時，我會比平時更仔細地檢查物業，因為交易的
完整性可能會受到影響。

3、這是與房產所有者達成的交易
如果房主是個說謊者，那麼你在和這個人做交易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有些業主不值得信任，你可以花很多時間做一
筆交易，然後一直到交易結束，賣家就會改變態度。是的，可
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比如，如果你簽了合同，但誰想參與這
樣的交易，你可以對房產擁有留置權，否則結果只會是壞事。
你可能會得到你的錢，但賣家可能會損害你的信譽，他們會
說與你和你的公司互動對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的負面影
響，或更糟的是在網上寫一份關于你公司的負面報告等。

4、真實的謊言情況
我從我的網站上收到了一個賣家表格，我立刻給他們回

了電話(跟進是關鍵)。我聽了他們的故事，我能理解他們和他
們所處的位置，我們討論了他們想要什麼樣的房子，在經過
一些數字分析後，我聯繫了他們，告訴他們我可以為他們的
房子付多少錢。我們在條件和價格上達成了一致，我通知了
他們，為了讓這一切發生在你身上，我們必須戒備，因為這是
需要的。我帶來了一份標準的購買合同，上面有雙方商定的
條款和價格，我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感到震驚，賣家看著我說:

“如果我簽了這個，我們就被鎖在裏面了，我不能和任何人簽
約。”

我感到茫然和困惑，我說:“你完全正確。”事情是這樣變
化的，他非常有賣房動力，但他的動機是騙人的，長話短說，
我去吃了午飯，他和他的家人討論這件事，我不知道的是，他
利用這段時間，利用我的合同，把房子賣給該地區的其他批
發商，試圖得到一個更好的價格。我沒有問我的後續問題，我
的內心感到很不舒服，我對我的賣家與其他批發商交談沒有
意見，但問題是，他一開始要求跟我合作，然後我發現這是一
個謊言。

所以，我們永遠都要對賣方的動機和誠信進行盡職調查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為什麼衡量賣家的動機是在浪費時間為什麼衡量賣家的動機是在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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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眾議
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周四拒絕在其故鄉巴爾的摩告誡抗議
者，抗議者推倒了克裏斯托弗·哥倫
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雕像
，然後將雕像扔進了該市的內港。

加利福尼亞州佩洛西在國會大廈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人們將做
他們所做的事情。”

然而，巴爾的摩市長伯納德·
“傑克”·楊譴責那些在7月4日摧毀
了小意大利附近雕像的抗議者，說他
不會容忍財產被毀。 據巴爾的摩太陽
報報道，揚說，這種推倒是不可接受
的，如果找出肇事者，將“繩之以法
”。

意大利裔美國人佩洛西在巴爾的摩出生並長大
。 她的父親托馬斯·達萊桑德羅（Thomas D'Ale-
sandro Jr.）于1947年至1959年擔任巴爾的摩市
長，其兄弟托馬斯·達萊桑德羅三世（Thomas
D'Alesandro III）亦于1967年至1971年領導這座
城市。

佩洛西說：“由社區來決定他們想看什麼雕像
”，推倒哥倫布紀念碑“並不會削弱我對美國意大
利傳統的自豪感”。

但是被問到委員會是否應該決定雕像應該存放
而不是抗議者的暴民時，佩洛西說人們會做他們所
做的事情。

佩洛西說：“從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社區不
想要他可以將他拆除，那將是一個好主意。”
“我不知道這一定是一個委員會，但它可能是一個
社區的觀點。”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抨擊佩洛西的
言論，這是民主黨人捍衛“激進左翼暴民”的又一
例證。

麥卡錫說：“她的工作是制定法律，相反，她
鼓勵暴民破壞法律。她從事犯罪活動，簡單明了。
”

佩洛西率先采取行動，從國會大廈中刪除了聯
邦國雕像，但在針對叛國者和擁有奴隸制的前任總
統之間做出了區分。

佩洛西周四表示，她最關心的是向前看，她不願嫁

給過去的遺跡和紀念物。 佩洛西說：“我甚至沒
有祖母的耳環。”

前總統羅納德·裏根于1984年在巴爾的摩揭幕
了哥倫布雕像。暴亂者星期六晚上將雕像拉下，然
後扔進了這座城市的內港。

據巴爾的摩的《福克斯45》報道，這座雕像
在該市小意大利居民區的入口處站立了36年。

襲擊發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暴徒斬首哥倫布雕像
的幾個小時之後。

據該站稱，巴爾的摩示威者威脅要拆除雕像已
經數周。

據《福克斯45》報道，在小意大利組織雇用
了沒有武裝的保安人員全天候守護雕像之後，摧毀
行動發生了，但不清楚周六是否有人試圖守護雕像
。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人們拉著綁在
雕像周圍的鐵鏈，一名穿著黑衣的暴徒在人群歡呼
時最後推倒雕像。

喬治·弗洛伊德死後，哥倫布雕像繼續在全國
範圍內肆意破壞，主要針對批評家視為種族主義者
的曆史人物。在其他城市遭到破壞或破壞的雕像包
括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斐遜的雕像，這兩個是
擁有奴隸的美國開國元勳。

雖然許多意大利裔美國人將哥倫布視為其在西
半球的曆史和遺產的化身，但其他人則認為哥倫布
是一個征服者，在他于1492年首次抵達後給土著
居民帶來了死亡和壓迫。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佩洛西佩洛西：“：“如果社區不想要哥倫布雕像可以推倒如果社區不想要哥倫布雕像可以推倒””
““人們將做他們所做的事情人們將做他們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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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今年7月1日起，海南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并增加电子
消费产品等7类商品。图为顾客在三亚市国际免税城购物。 陈文武摄（人民视觉）

必胜客在西藏拉萨八廓街开设的门店。 百盛中国供图

近年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更是为此蒙上了
一层阴影。但是，中国外商投资走势稳健，今年四五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
逆势上涨。

中国市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在这个极具丰富性和多元性并不断发展变
化的大市场中，外商投资如何抢抓新机遇？从今日起，本版推出“解码外资新动
向”系列报道，聚焦在华外资的新思路、新探索、新布局，讲述外商、外资、外
企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的故事。 ——编 者

星巴克投资1.29亿美元在江苏昆山建造咖啡
烘焙工厂；罗森宣布今年再增资2亿元投资中国
市场；开市客位于中国内地的第二家门店项目启
动；日本丰田计划与一汽合作，在天津投资兴建
电动车工厂……亮点频出、新意不断，消费无疑
是外商投资中国最热门的领域。其背后驱动力何
在？

从餐饮、家电、零售到美妆行业，多家受访
的外企表示，疫情带来短期影响，但不影响他们
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消费迭代升级、多
元需求迸发、线上线下加速融合，还有层出不穷
的新业态、新模式，都源源不断激活着消费潜
能。发力新消费，成为外资牢牢看准的方向。

消费回补，市场信心不减

打造“一人食”套餐，顺势发展外带业务，
推出生鲜牛排零售业务以顺应在家烹饪的需求增
长，锁定网红食材“小龙虾”，口味创新仍不间
断……疫情给餐饮行业带来冲击，但百胜中国旗
下必胜客餐厅在压力中求新求变，门店餐饮业务
呈现新气象。

“截至4月底，我们在国内约99%的餐厅已部
分或全部恢复营业。”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
容说，餐厅客流量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预计恢
复期将延长，而且在不同地区、时段和细分市场
的恢复节奏也将不同。但疫情发生以来，外带和
外卖业务增长迅速，线上订单的增加有效遏制了
整体销量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给许多企业带来不小的挑
战，但积极有效的应对和市场的强劲韧性，给
了外资企业充足的信心。

被抑制的消费正在释放——
今年端午节，丝芙兰在南昌、长沙及临沂的

三家新店同时开业，受到当地消费者的热情欢
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消费正逐步回到
正常水平，整体高端美妆市场都呈现积极态
势。”丝芙兰有关负责人说，从中可以看到消费
者的需求总是存在的，而丝芙兰要做的就是持续
在中国投资。

升级消费仍在培育壮大——
“到6月29日，天津新开了11家店，河北首

店预计7月中上旬也将开门营业……”罗森（北
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车文焕列举了今年以来罗
森便利店的开店成绩单。由于写字楼、学校等区
域周边客流减少，罗森一些门店经营受疫情影响
较为明显，但推出新店的步伐没有暂停。“消费
升级背景下，城市这一级的消费能力都很强，我
们持续推出新店的想法不变，拓展不会停步。”
车文焕说。

防疫催生的新型消费带来机遇——
疫情发生以来，福维克的销售额不仅没有下

滑，反而略微增长。“对早已利用智慧新零售或
全渠道运营的家电企业来说，疫情的冲击微乎其
微。福维克旗下美善品多功能食品料理机、可宝
吸尘器等小家电产品，因迎合了消费者‘宅家’
的需求，还成为逆势增长的黄金品类。”福维克
中国区总经理查生表示。

面对疫情，福维克行动很早。2月下旬，福
维克就作为上海青浦工业园区第一批复工企业正
式开工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
政府对疫情有着非常强的管控力，这也是我们对
中国市场抱有信心的根本原因。”查生说。

需求升级，来华深耕不停

短期有应对疫情之策，长期则是进一步洞察
中国消费、深耕中国市场的布局与行动。

一方面，外资品牌来华发展的步伐仍在加速。
来自天猫国际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 1-3

月，超20万新品上线天猫国际，海外品牌开店
速度同比上涨 327%。今年“6·18”电商购物
节，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多个
海外品牌来“赶集”，首次参与的进口新品牌同
比增长64%，首发新品超40万件。

“受疫情影响，海外品牌线下渠道受阻，线
上平台则成为全球品牌拓销的通路。许多海外新
品牌加速了来华拓销、寻找新增长的步伐。”天
猫进出口事业群总裁刘鹏说。

另一方面，耕耘中国市场的步伐走深、下沉。
“莫奈”下午茶、30周年铂金菜单，这是必

胜客最近推出的“新品”。来华30年，它见证了
从最初为消费者带去“拿起刀叉”的西餐知识启
蒙，到满足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时尚、多
元、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变化。“必胜客将品牌
重新定位，从菜单、餐厅业态、营销、服务、产
品价值感等各方面谋求创新，试图不断为消费者
带去耳目一新的体验。”屈翠容说。

与此同时，百胜中国推出的“小镇餐厅”落
地河南省商丘柘城、周口项城等地，全新的“小
镇菜单”贴合当地物价，也让快餐品牌文化走进
更多老百姓生活。“针对中国的五六线市场，百
胜中国从菜品、消费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
索。”屈翠容介绍，如今，百胜中国在1400个城
市运营着近1万家门店，2019年，55%的肯德基
新店、50%的必胜客新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

消费升级的故事早已超出了一二线城市，触
达更广阔的地域、更广泛的消费人群，成为许多
外资看准的机会。

“以前我们开新店时会担心当地市场和消费
能力，现在这种担忧完全不存在。以大城市为中
心拓展到周边城市，加大对全国的投资，这个方

向始终没有改变。”车文焕说。不久前，罗森宣
布今年将再增资2亿元投资中国市场。他们定下
目标：今年开店数达到3000家，到2025年突破1
万家。“完成今年的目标，有信心。”车文焕说。

屈翠容表示：“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百胜
中国仍然坚定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今年仍维持
新开800至850家门店的目标。”

业态出新，线上线下挖潜

以虚拟线上店模式暂时替代线下体验中心，
通过直播和其他互动方式介绍产品，同时开展线
上课程与咨询服务……防疫期间，福维克更明显
地将运营资源倾斜到线上渠道，但实际上，数字
化服务的布局早已开始。

“随着近年来数字化消费的兴起，消费者越
发期待全渠道购物消费和一以贯之的服务体验。
人们已不仅是购买，而且更关注产品带来的健康
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搭建数字化平
台、丰富内容，让消费者不仅能通过产品完成清
洁和烹饪工作，更能学到新知识、交到新朋
友。”查生说。

线上线下融合加速，许多外资企业也在新业
态、新模式的尝试中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

近期，丝芙兰在天猫国际上开出旗舰店，开
始探索以跨境电商的方式引入丝芙兰海外热销的
新锐品牌。“在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消费偏好越
来越多元，尤其年轻一代对个性化美妆的需求越
来越大，国外优秀的小众品牌也开始受到青睐。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美妆爱好者体验
最新、最前沿的海外尖货。”丝芙兰有关负责人
说，中国线上和线下零售市场每年都在进行更深
度的融合，因此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推行最佳的全
渠道体验。

从卡地亚、乔治·阿玛尼到普拉达、迪奥，
今年以来，许多国际大牌加快了在中国电商平台
布局的进程。“有效触达年轻消费者，迅速扩大
消费者覆盖的地域范围，是品牌入驻后最立竿见
影的收效之一。”天猫时尚工作人员嘉宁向记者
介绍，年轻一代更能接受线上购买的新模式，同
时，由于许多一线品牌线下店铺主要集中于一线
和二线城市，线上销售也迎来了更多三线及以下
城市的消费者。

百胜中国则不断探索用数字化手段为门店赋
能。针对渐成主力的年轻消费者，建立以“超级
APP”为核心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同时推出基于
AI算法驱动的个性化菜单、优惠券和菜品推荐，
满足个性化需求。“百胜中国坚定看好中国的长
期发展，公司将继续投资于数字化、技术和供应
链，打造端到端的数字化，利用数字化赋能门
店。”屈翠容说。

从线下体验店、概念店等创新“首店”，到
线上旗舰店、虚拟中心，再到智慧零售新玩法等
各类投入，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多元化消费需求，
更来自外资对中国市场的积极判断。

“短期而言，小型家电仍具有强劲活力和广
阔市场；长期而言，中国家电市场正从低端向高
端升级，从价格到价值转变，且线上线下混合全
渠道是未来零售的趋势。我们进一步看好中国市
场。”查生说。福维克已早早报名参加今年的进
博会，希望将全渠道数字化购物体验、新的产品
推送给中国消费者。

持续推出新店、首发新品、直播带货，外资深耕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发力新消费，外资瞄得准！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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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台灣語文學校秋季班台灣語文學校秋季班，，網路開課啦網路開課啦！！
(本報訊】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Ｏ年秋季班課程，即將於八月二十二日正式開學！報名訊息將於台

灣語文學校網站（http://Houston-Taiwanese.org/school）另行公佈，請密切注意。有興趣的鄉親們，
相揪做夥來報名，不要錯失這個學習的好機會喔！

台灣語文學校開課內容多元，有成年中文、英文會話班、台語班、中文班、英文班、英文寫作班、
西班牙語班、數學班、空手道及美術課。因應新冠肺炎的影響，今年的秋季班全面採用網路教學，授課
日期自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二月十二日止。

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三十多年來，專注於傳承台灣文化，凝聚台美人社區共

同意識，也是少數在海外教授台語的機構。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是辛苦的一年，但
是學習並不會因此而停滯，台灣語文學校秉持著辦學的初衷，與所有老師共同合作，讓學習不止息，今
年秋天，讓我們一起在家學習吧！

無論您想增進學齡孩子的競爭力；提升語文能力；想活到老、學到老；無論您是移民第一代、第二
代，或留學生（台灣來的留學生，選修英文寫作班或英文會話班，還有超低的特惠價喔！），非營利團
體的台灣語文學校，都是您最佳的選擇。趕快來報名，就對了！

有任何問題請洽台灣人活動中心（713-271-5885）。

20202020年度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年度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

【2020年 7月 10日洛杉磯
訊】 今日，國泰銀行基金會舉
行了 「2020年度國泰銀行基金
會獎學金」 網絡頒獎典禮。頒獎
典禮上，這些獲獎並即將於今年
秋季全職就讀大學的高中生們，
獲得了每人$1,000的獎學金。這
筆獎學金將用於支付他們的大學
學費。

國泰銀行基金會秘書及總監
、國泰銀行第一副總裁兼社區發
展總監Bruce Gumbiner 表示：
「我們深信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而投資在年輕人發展上意義深
遠。國泰銀行基金會致力於扶持
居住在其服務區域的年輕人，幫
助他們實現高等教育的夢想。今
年的申請，讓我們看到了很多才
華橫溢的年輕人，他們表現出了
卓越的領導力，並在社區服務上
有傑出的貢獻。我們非常期待看
到他們成長為未來的領導人。」

國泰銀行基金會聯合主席
Deborah Ching代表其基金會向
亞太社區基金致謝，感謝其兩年
來對該獎學金項目提供的支持和
協助。亞太社區基金會的執行長
黃群雁出席了頒獎典禮，並向獲
獎學生致賀詞。

為了保障獲獎學生和來賓們

的健康和安全，國泰銀行基金會
改在網絡平台上舉辦今年的頒獎
典禮。獲獎學生依次發表了獲獎
感言，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提供
的獎學金機會，並分享了各自的
大學生活計劃和畢業後的目標。

今年，國泰銀行基金會共收
到444份獎學金申請，申請人分
別來自加州、紐約州、華盛頓州
、伊利諾伊州、德州、馬裡蘭州
、新澤西州及內華達州。根據網
絡申請流程，國泰銀行的員工參
與了審閱和評分的工作。不同於
往年，今年不僅有洛杉磯地區的
員工，還有全國各地的員工參與
評審環節。最後，由亞太社區基
金會負責分數的統計和分析，並
選出了最終的獎學金獲獎人。

本屆獎學金獲得者如下：
• 北加州
o Gloria Gonzalez Serrano
o Mahnoor Wani
o Celina Ye
• 南加州
o Jenny Chen
o Jonathan Donis
o Gisselle Gonzalez-Perez
o Rickey McGregor III
o Rebekah Woo
• 伊利諾州

o Jesutofunmi Adediji
o Daina Marie Wilson
• 馬裡蘭州
o Nicole Karakozian
• 麻州
o Alex Tieu
• 內華達州
o Froylan Palacio
• 紐約州
o Tracy Jiang
o Alaha Nasari
• 德州
o Lesley Leann Lopez
o Cadie Shaw

• 華盛頓州
o Wengelawit Belgu
o Jedidiah Choi

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
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於

2002年，旨在為國泰銀行所服
務地區的非盈利社區服務機構籌
募及管理資金。

該基金會將推動廉租房、社
區、經濟和教育的發展視為己任
；並支持有益於社區進步，和文
化與藝術、健康與社會福利、環
保與公眾服務相關的項目。了解
更多信息，請瀏覽cathaybank-
doundation.org。

國泰銀行基金會公佈
2020年度獎學金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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