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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常見問題有哪些美國買房常見問題有哪些？？
買房需要考慮哪些因素？
根據每個人的需求不同，需要考量的因

素也不盡相同。這裏我們列舉幾個：
1）學區：好的學區，將來的升值潛力和租

金水平也會更好；
2）社區：好學區周圍，一般社區也不錯。

還需要考慮社區的新舊、安全與否、HOA費用
等等；

3）交通：您要考慮上班是否方便，尤其是
上下班的高峰期，上下班需要多長時間；

4）房屋本身：您一定要去查看房屋本身，
比如，透光如何、用料如何、是否節能、房屋朝
向如何等等。尤其是地基是否堅固，有沒有白
蟻問題等等；

是否需要請房屋代理人？
1）您在看房的時候，房屋代理人的經驗

會幫助您發現房子的潛在問題；
2）您在簽署房屋買賣合同的時候，房屋

代理人可以為您把好關，保證手續合理、合法
；

哪些網站提供房源信息？
您可以利用兩個網站，查找房屋信息：

Zillow 和 Redfin。

如何查找目前的房屋貸款利率？
您可以從大多數的銀行網站上查找到目

前房屋貸款的利率，比如：Wells Fargo 和
Bank of America的網站。您的房地產經紀人
也會給您提供更多的信息渠道。

買舊房、還是買新房？
根據您的喜好、以及您所在州的情況，結

論都會有所不同。很多州，比如紐約州和伊利
諾伊州，已經沒有太多的新房建設，所以買舊
房是比較唯一的選擇；對于德州、佛州等州，
新房建設從沒有停止，所以您可以選擇新房、
或者舊房，主要的區別如下：

• 新房維護費用低，10年內不會有太
多維修費用，同時房屋的結構、布局、設計都
緊跟潮流，同時，比較節能，您會發現在用電、
用氣、用水方面，相對便宜；但是，可能
價格較高，同時，新房的地一般較小，尤
其是後院比舊房子明顯減少很多；

• 舊房子的地都很大，在德州，
您常常能看到一畝的地，價格相對好談

‘；但是，由于房子老，會有很多的維修
費用，同時水電氣的花費較大。

選用15年貸款還是30年

貸款？
大部分經紀的建議是選擇30年的貸款，

原因如下：
• 每個月的還款越少越好，這樣給于

您家庭每個月的經濟負擔相對較小；
• 每個月的還款費用決定了您能購買

的房屋價格區間，如果選擇30年的貸款，意
味著您可以購買更高檔次的房屋；

• 如果您買房是為了租賃，那麼選擇
30年的貸款，可以讓您每個月更少還款，這樣
租客付給您的費用，就可以有更多的剩餘，保
證每個月足夠的現金流。如果您選擇15年貸
款，那麼您每個月收取的租金，可能比您還款
的金額還低，那麼您自己還要倒貼錢去養這
個房子，應該不是一個好選擇。（文章來源：美
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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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還清貸款不一定是明智的選擇儘快還清貸款不一定是明智的選擇

黑客攻擊並不是房地產行業中常見的技術。這是一種非
常不同的分析交易的方式和看待債務的不同方式。在討論如
何進行此分析之前，讓我先討論杠杆的重要性。

杠杆和三種杠杆
作為房東，使用杠杆是有道理的，可以獲得銀行貸款，這

樣你就可以盡可能少地使用你自己的錢。在我們現在的低利
率環境下，這是完全有意義的。當你可以用銀行的錢來代替
的時候，為什麼要用你自己的錢支付低于4%的利率呢？然後
你可以把你的錢分散在幾筆交易上，更快地使你變得更富有
。

但大多數投資者並沒有意識到杠杆有三種類型：正杠杆
、中性杠杆和負杠杆。順便說一下，負杠杆率不一定等于負現
金流。這只意味著你的錢沒有它應該的那麼努力。但我跳得
比自己快。

當投資者想到杠杆時，他們想到的是利率。如果投資回
報率是10%，銀行的利率是4%，投資應該是好的，是的，理由
是有6%的息差，因此，投資是有意義的。作為一名背景工程
師，現在是一名私人放貸者，我意識到投資者錯了。利率不是
應該關注的正確數字。

正確的號碼
正確的號碼是多少？這是貸款常數。你到底在說什麼？
貸款常數是你每年承擔的債務金額除以貸款金額。在純

利息貸款中，貸款常數等于利率在常規貸款中，貸款常數包
括本金支付，因此貸款常數高于利率。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你想從401K貸款10000美元，你會用它作為房地產

交易的首付款。假設，這筆交易能給你12%的投資回報，那麼
你每年就能從這筆交易中得到1200美元。你的401k供應商
說，你可以借1萬美元，利息只有2%，貸款在3年內到期。你
開心的笑著告訴自己，這真是太棒了！我會做10%的傳播對
嗎？錯了！這就是原因，你的1萬美元按2%的利率計算，只需
3年就可以付清。假設貸款沒有攤銷，計算貸款常數的方法
如下：

[$10000+（$10000 x 2%利息/年x 3年]）除以3年=3533.33
美元/年債務支付。然後，除以 10000 美元的投資，等于
35.33%的貸款常數。

如果，你只得到1200美元/年的回報率，或12%利率，當
你扣除35.33%的貸款常數時，你會得到23.33%的負杠杆率。
實際上，你前三年的虧損是每年2333美元。如果你期望的是
正的現金流，你只需要計算一下你的貸款常數，那你一定會
感到非常吃驚。

投資者有時會選擇15年償還一筆投資貸款，有時他們
想在10年內還清貸款。請謹慎！想早點還債不一定聰明。為
什麼？因為當你發現你真正的利率差時，你可能處于負杠杆
區域。讓我們舉一個更複雜的例子：（對于那些討厭數學的人
來說，現在你可以去拿你的計算器了。）

假設你有一處房產，你可以花10萬美元購買，它有10%
的上限利率。這意味著它每年產生1萬美元的淨營業收入。
假設你能以95%的購買價格以4%的利率獲得聯邦住房管理
局的貸款。你有三個選擇：

選擇A：在10年內還清貸款。
選擇B：在20年內還清貸款。
選擇C：僅利息貸款。

哪筆貸款有意義？假設你的目標是創造盡可能多的正現
金流。讓我們計算貸款常數。

選擇A：你可以用抵押貸款計算器來計算。貸款金額
95000美元，利息4%，攤銷期：10年或120個月。月供為961.83
美元或年供為11541.95美元，貸款利率為12.2%。

選擇B：每月付款等于575.68美元或貸款常數為7.3%。
選擇C：顯然是4%。
總結如下：

選擇A中的現金流為負，選擇B和C中的現金流為正。如
果您的目標是獲得盡可能多的現金流，選擇C將給您最大的
利差。如果你能在3年內把房子賣掉，那就只需要選擇C就行
了。

然而，如果你想長期保留房產，選擇B更有意義，這樣你
可以在20年後還清貸款並獲得更多的現金流。或者你可以
選擇C，只需支付額外的款項，還清本金。這樣做，您將保護
自己免受租金下降，或房產淨營業收入出現無法控制的情況
，而降低收入的可能。例如，如果房產稅突然增加，而現在你
的上限稅率降到6%，那會怎麼樣？選擇B的貸款利率為7.3%
，意味著你將處于負現金流區域。但是，如果你最大化你的差
價，你仍然可以在經濟繁榮時期支付本金，並且選擇在經濟
蕭條時期支付利息。

最終，投資和決定是儘早還清貸款還是延遲還清你的抵
押貸款，這是你個人的投資決定。我希望這篇博文能告訴你
如何計算實際的息差，它是從一個未知的數字開始的，這個
數字叫做貸款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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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是千禧一代，許多人認為房地產是老年人的游
戲。然而，我堅信投資是一條長期的道路，你越早開始，將來
受益越多。不要因為與你所選擇的行業中的大多數人不同(
就年齡而言)而氣餒。

1、沒有藉口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為自己找藉口，告訴自己為什麼我

們不能做某件事，然後我們就退縮了。這個行業利潤非常豐
厚，提供了許多獲得創意的方法，無論是不賺錢的策略還是
涉及到別人的錢，都有利潤。

2、批發房產
這是我在參與商業項目的建設之後，開始在獨棟住宅中

工作的方式之一。我沒有在批發物業後收取費用，而是為了
長期的財富開始與人合夥做這些交易。你也可以。這需要與
其他投資者建立良好的關係。最終，這就是我第一次使用這

個策略獲得買入和持有的方法。

3、參與社交
參加當地的聚會，告訴每個人你在做什麼。加入團

體，與業內人士建立聯繫，不要忘記社交網絡。

4、學習
是的，學習是一個終生的過程。不要以為你有了學

位(如果你有的話)，就不需要再學習了。我仍然發現自
己對事物一無所知，不得不去研究它們。

5、付出
如果你想成為一名成功的投資者，最好現在就接

受一個現實，你的朋友們將會出去玩得很開心，而你將
無法加入他們，但是你有夢想和目標要去實現，即使你現在
不能加入你的朋友，他們仍然是你的朋友，而你會有更多的

錢。
總之，走出去，采取行動，只要你堅持下去，它會成功的。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千禧一代如何開始投資房地產千禧一代如何開始投資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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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賣家積極的賣家：：如何讓他們在通常會如何讓他們在通常會
說說““不不””的時候說的時候說““是是””

每個人都會告訴你這樣的話：如果你想建立競爭優勢，
你必須自身要有優勢。當然，這其中的問題是，我如何在保持
合法的同時獲得優勢。今天，我將告訴你一種心態轉變的方
法，這將使你在與賣家談判時具有極大的競爭優勢，但是你
必須完整地閱讀這篇文章，才能真正理解我將要告訴你的影
響。

我將要告訴你的這種思維方式，是促成我最近三層住宅
交易的方法，但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讓我告訴你另一種方
法，你可以調整你的思維，使之適用于非房地產交易中。

1、錢通常不是賣家優先考慮的事情
我和我的鄰居喬恩是好朋友，我們一起住在市中心的一

條小巷裏，我們的房子坐落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上，因此，我
們一起占據了一個小王國，我們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獲得盡
可能多的樂趣。我們都自稱是喜歡城市生活的鄉巴佬，我有
一個燃燒著的木桶和一些動物捕捉器具，在那裏我可以捕捉
松鼠、負鼠(任何一種我能抓到的野生動物，我們還在建造了
一個滑索，這當然是一個瘋狂的樂趣。

不管怎樣，在這個寒冷的星期天早上，當我們在外面的
時候，他告訴我他在賣一輛不跑的舊福特布朗科汽車。我不
是一個很懂汽車的人，但喬恩是一個福特布朗科的汽車迷，
所以我學到很多關于這一點的知識，你不知道福特布朗科(
尤其是大箱型)的需求量非常大。我問他：“在所有想要它的

人當中，你只是選擇了出價最高的人嗎？”他(用邪惡的
眼睛)回答說：“並沒有，大多數人只是想把它拆成零件，
見鬼，我不能那麼做，我把它賣給了一個高中的孩子，
他要把這個舊東西重建成以前的樣子。”

這樣的回答跟房地產交易一樣，作為一名銀行家
和房地產投資者，我很容易專注于電子表格在分析交
易時告訴我的任何信息，一直以來，賣家(尤其是有動機
的賣家)對他們出售的任何類型的房產都有一種內在的
欲望，而且不管他們告訴你什麼，錢通常不是他們最優
先考慮的。

2、找出原因合理利用
你需要找出他們出售房產的真正意圖，這在與房地產經

紀人打交道時非常困難，但並非不可能，我懷疑這就是本•
雷波維奇要求他與賣方面對面交流的原因之一。我最近與三
層住宅的賣家交易很成功(我認為)，我對此非常興奮，這是一
次不與第三方打交道的非常親切的談話，一切都很順利，直
到交易結束。我不是最瞭解別人想法的人，但我知道這位女
士有心事，她快要哭了，我沒有讓她說出自己的感受，只是告
訴她隨時歡迎她來參觀，只要提前24小時通知我就可以了，
她突然抬起眼睛，微笑著說：“謝謝你。”你看，這塊地是她家
幾代人的財產，她需要出售房產的原因我就不細講了，但重
要的是有一個非財務原因潛在地阻礙了這次出售。

3、轉變思維思考問題
人們很容易被電子表格所束縛，在大口袋社區的論壇上

看來看去，開始討論2%的規則。我不同意2%的規則，因為我
很少看到人們使用這個規則正確地計算他們的回報，談論
2%規則的絕大多數人忘記了維護費用，我只是坦率而誠實
地說，我認為這個規則是沒有意義的。

不要只關注最便宜的價格和讓賣家筋疲力盡，要關注他
們的非財務目標，關注他們作為一個人的目標。通過這樣做，
你會贏得他們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在談判中比爭吵或恐嚇更
有力量。（（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炒房需要你做很多事情都要恰到好處，
這包括確定有一些隱藏價值的房子，以及尋
找某些房子的核心功能。一些投資者們都聲
稱，一旦你簽署了文件，正式買下房子，你就
賺到了所有的錢，沒錯，但話雖如此，除非你
知道在房子裏應該找什麼，否則這些都不重
要。

雖然下面的列表不是詳盡的，但這裏有
5個特徵可以告訴你一所房子是否是值得投
資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應該僅僅根據

這些特徵來購買房產。記住，你永遠不應該
為一所房子多付錢，永遠記住房子翻新的規
則，如果這些數字不起作用，最好繼續選擇
下一個房產。而且，當房子價格特別便宜時，
我們有時會打破這些規則，但這些交易並不
總是出現，所以當你第一次炒房時，記住以
下這五件事。

1. 主要的結構性問題
一些人會把破舊的房子改造成賞心悅

目的形式來賺錢，他們會修補幾
扇破窗、修補剝落的油漆和整修
車道，這是一回事，但結構問題
是另一回事。修理房屋的結構問
題不僅很貴，而且意味著你要重
建房子，一個沒有結構問題的破
舊房子比一個有結構問題的整
潔房子更有價值。把有嚴重結構
問題的房子留給有更多經驗的
看房人，因為這些是真正的珍寶
，當你第一次開始投資房產的時
候，要避免那些有裂縫的地基和
嚴重的環境問題。

2. 房產的位置
房產的位置很重要，因為它將決定房子

的售價，如果你選擇在一個貧困的社區購買
房產，你只能通過倒賣房子來賺錢。最好的
方案是在最漂亮的街區買最難看的房子，雖
然這很難找到，但這些都是真正值得買的房
產。有時候，在一個好的社區購買房產更有
意義，因為你可以通過提高房子的整體價值
來滿足周圍人的標準，這些項目可能會有更
多的競爭力，但只要你牢記你的ARV並真正
瞭解你的價格，這些項目是值得的。

3. 房產附近的設施
某些特性也會使房產的價值波動，這些

可能包括接近交通繁忙地區、工廠、發電廠
或新開發的商業區，理想的地點顯然是湖邊
或海濱。雖然你可能無法在你的第一次行動
中就獲得一個適合你價格的海濱房產，但你
想遠離可能會推遲房屋銷售的附近設施，畢
竟，賣得越快，賺得越多。

4. 著名的學校
我們的大多數房產都是賣給首次購房

者的，這可能是有孩子的夫婦或即將有孩子
夫婦的首選，所以學區聲譽是一個重要的賣
點。大多數想買新房的家庭都至少有一個孩
子，或者正打算要一個孩子，所以他們可能
會在有良好聲譽的學區找房子，良好的學區
會顯著增加房屋的價值，所以這也是你在找
房子時要考慮的因素之一。當你在不同的城
鎮以同樣的價格買到兩套房子時，一個聲譽
良好的學區也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即使有時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你不得不選擇任何你得
到的房地產交易，你應該知道，房地產價格
的變化，會因為學區的聲譽而變化，所以在
購買房產之前一定要瞭解這些信息。

5. 更少的競爭
找到其他房地產投資者不知道的交易

是我們成功的關鍵。我們使用各種老派和新
派的技術來尋找其他投資者根本不知道或
根本不會碰的房產。如果有許多其他投資者
都在為你所在的房產出價，你很可能會以更
高的價格成交，而不會讓這個價格起作用，
如果你直接去找房主，這一切都會改變。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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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被举报而广为人知的史文清落

马了。

9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

网发布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史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史文清系今年落马的第14名，十九

大以来江西落马的第2位省部级高官，

第1位是江西省副省长李贻煌。两人均

为落马副国级老虎苏荣的直接下属。

轰动一时的举报信

现年66岁的史文清是蒙古族，辽宁

法库人。早年在吉林省哲里木盟科尔沁

左翼中旗综合加工厂工作，当过工人、

会计，也在当地任过供销社人事干事。

哲里木盟即今天的通辽市，以前隶

属吉林省管辖，1979年7月又划归内蒙

古自治区。史文清在哲里木盟多个系统

历练过，如地方公社、公安局、办公室

调研室、共青团等。

之后他又在内蒙古监察厅、政府调

研室工作过。1994年5月史文清仕途迎

来转折点，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任副局级秘书。

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副主任（其间明确正局级），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

府党组副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省长助理

、党组成员。

2007年12月跨省到江西成为省政府

党组成员，转年1月就任副省长。2010

年10月至2015年2月，他以江西副省长

、江西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身份兼任赣州市委书记。之后，史文

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2018年

1月。

他的仕途履历非常清晰，成长于哲

里木盟，跨省历练于黑龙江，主政赣州

多年。

去年12月18日，一篇题为《一位副

省级高官的敛金术和多面孔》的自媒体

文章将其置于风口浪尖。文章中，曾义

平、温和魁、王宇飞三位商人联名举报

史文清，称其曾反复向这些商人索要巨

额钱财，包括一批价值2000万元的黄金

，以及指定账户结汇的1.32亿元现金。

除此外，文章还直指史文清存在严

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对此，史文清曾回应媒体称，“在

这里我不多说了，所有的都是诽谤造谣

，我现在正在给组织作（写）一个说明

”。

一位湖南退休政法系统官员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他看过这封举报信。如果

是真的，那只有四个字评价：“令人发

指”。

当地官场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史文清性格霸道，有着很足的

官僚作风，生气时曾对下属摔过杯子，

而且喜欢大半夜甚至后半夜把下属叫到

办公室谈事情。

谈到上述举报信，这位知情人表示

，“一点都不奇怪”。

离任时指使下属搞“千人送别”

史文清离任赣州时的“千人送别”

曾轰动一时。官方简历显示，史文清

2015年2月不再任赣州市委书记。而奇

怪的是，直到同年7月，史文清即将离

开赣州的消息才传开。

2015年 7月 9日，江西赣州市召开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史文清不再担

任赣州市委书记。当天，有网友发表了

《史文清深情话别赣州：我永远是个赣

南老表》的图文微博，赣州官方微博随

后转载。

随后，一则记录“上千名群众为史

文清送别”的《挥别赣南》H5页面也在

网上传播开来。画面记录了史文清2015

年7月14日离开赣州的场景，有村民拉

着“感谢”横幅，有老太提着一筐鸡蛋

，也有老者为其敬酒，据称“（史书记

）眼噙热泪一饮而尽”。

此事引发外界广泛议论。当时一名

不愿具名的官员对南都记者说，史文清

离开较突然，并未公开通知，群众是从

其在赣州居住地附近的居委会得知离开

时间的，最终决定组织送别。

而江西官场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

周刊，真相是史文清自己要求下属组织

送别。他们提前把群众安排到地方政府

招待所，花费由政府买单。

面对“千人送别”，史文清是怎么

说的呢？在题为《铭心镌骨赣南情——

史文清深情话别赣州》的文章中，史文

清说，“情深最是离别时”，“心有千

千结，不忍吐离别”。

史文清自比“进口老表”，投身赣

南苏区振兴深感荣幸。文章最后提到，

史文清说“这五年（指在赣州工作），

大家起早贪黑、加班熬夜，吃了不少苦

、流了不少汗”，“看到同志们挨批评

不争辩、默默奉献无怨言，我深感内疚

和自责，有时甚至禁不住流下泪水”。

关于史文清还有这样一个误读。赣

州市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商业街——文清

路，被誉为赣州的“王府井”、“南京

路”。外界多有人误认为文清路与史文

清有关。实质上，文清路是为纪念宋代

赣州籍理学家、文学家、诗人曾几，取

的是曾几的谥号。

据中国赣州网2014年4月报道，当

年4月时任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

记史文清，通过新华网、中国赣州网与

网民在线交流。有网友就上述误解对其

进行提问。

史文清说，“来赣州工作确实是一

种福分，碰巧我的名字与赣州的文清路

同名，看来自己与赣州的缘分不浅”。

上述江西官场知情人士表示，文清

路确实与史文清没什么关系，不过对文

清路商业街进行改造的相关人员，与史

文清关系密切。这条商业街在史文清任

内被斥巨资改造过。

被指为苏荣输送利益

在江西政坛上，苏荣是一个绕不过

去的名字。苏荣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原

副主席，2007年至2013年，任江西省委

书记。2014年 6月被查，2015年 2月被

“双开”。

“双开”通报提到，苏荣“对江西

省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卖官鬻爵，

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

同时苏荣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

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

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

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

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江西政坛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史文清与苏荣关系密切，存在利益输

送，史文清在黑龙江任职时，两人就已

结识。

据报道，2015年4月30日，苏荣之

子苏铁志因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

贿罪遭逮捕。相关材料显示，从2009年

至2012年，苏铁志利用苏荣担任江西省

委书记期间形成的便利，在职务调整、

工程承包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共收受钱款2200多万元；与苏荣共同

收受商人贿赂1200万元。

报道指，史文清曾经帮助苏铁志获

得赣州土地平整项目。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苏荣及其家

属还曾被江西安远县原书记邝光华当庭

举报，称通过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插手

安远县稀土矿，因愿望没有得到满足，

邝光华受到打击报复。

2013年12月，时任江西省安远县委

书记、安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邝光华因

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014年 1月 6

日被批准逮捕。同年8月14日，江西赣

州中级人民法院对邝光华涉嫌受贿、滥

用职权案，进行开庭审理。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材料显示，邝

光华说2012年春末夏初，在苏荣的授意

下，史文清责成邝光华去帮助于丽芳

（苏荣妻子），到安远县收购他们看中

的一个钼矿。由于这个钼矿是在私人手

中，于丽芳给出的收购价是1亿多，而

卖方价格近5亿元，双方差距太大未能

达成收购协议。邝光华认为，这件事让

其成为史文清、苏荣眼中的“异己分子

”。

苏荣是2014年 6月落马，同年8月

邝光华法庭翻供。邝光华的儿子邝凯告

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他父亲落马后对

被查原因“三缄其口”，是因为惧怕史

文清以及苏荣。

在史文清落马之前，江西已有一

批官员涉苏荣案被查。如，江西省委

原常委、原秘书长赵智勇，江西省政

协原副主席刘礼祖，江西省政协原副

主席许爱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陈安众、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等

省部级官员，以及江西省发改委原主

任李安泽，江西省地税局原局长王平

，江西省出资监管企业监事会原主席

李中煜，南昌市政协原副主席辛利杰

，江西省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等厅

局级官员。

2018 年 9 月，江西省政府新闻办

《关于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

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意见》的新

闻发布会透露，已对涉及苏荣案的43名

党员领导干部依纪依法作出严肃处理，

其中，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已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

人，了结处理18人。

此前，苏荣曾在“忏悔录”中写道

：“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

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

江西副部级老虎史文清曾被曝巨额索贿

离任时指使下属搞“千人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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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房間出租的按房間出租的55個隱患及解決方法個隱患及解決方法

“按房間出租”策略是我在“大口袋”論壇上看到的熱門
話題。或者，這也許是我選擇的關鍵字，當有人發帖時會被通
知。不管怎樣，我想談幾件有原因的事情來解決一些問題。

它們在這裏：
1.我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
2.我認為這是出租房子的最好辦法。
3.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
4.如果你不做好準備，它會變得醜陋。
5.很多人不明白這些陷阱。
按房間出租策略的陷阱
我想討論一下使用“按房間出租”策略時需要注意的一

些事項。我也寫過其他關于這些優勢的博客，但是，我們也應
該討論你可能遇到的問題。

問題一：戲劇性
你會有戲劇的故事結尾，你把陌生人放在公寓裏。
你最近看真人秀了嗎？好吧，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糟糕。雖

然不完全是這樣的，但你會有口角。
最常見的兩個問題是公共區域的清潔和食品被盜竊。有

些人沒有別人乾淨，他們只把盤子堆在水槽裏，這讓其他人
感到很煩惱。也許他們喝了幾杯，覺得餓了需要些食物，也許
你室友喬的中國外賣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我的解決辦法，我每兩周或每月支付40美元清潔我的
設施。全天的花費是值得的。

如果偷竊食物的行為持續下去，我讓人們在房間裏插上
一個迷你冰箱，基本可以上把食物鎖起來。

問題二：租約
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對我有用的是

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租約。這就是我所做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信息，那我洗耳恭聽。我可
以告訴你，有單獨的租約是我能看到的唯一
辦法。

讓我們回到喬和他的室友蘇珊身邊。如
果蘇珊不付房租，為什麼這應該是喬的問題
呢？當你有單獨的租約，每個人只負責他們
的部分。如果你的房租是按房間情況租的，
很可能你的可消費收入不高。你不能為你的
室友付房租還是不付房租而煩惱。

我認識一些人，他們把每個人都放在同
一個租約上。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他們這樣做有
人不付錢，其他人基本上會合起夥來對付不付

錢的人，並強迫他們付錢。我想這是可能的，但這不是我玩兒
的方式。

對我來說，如果你沒有為房客的財務狀況提供足夠的擔
保和審查，那就要靠你自己了，而不是其他人。

關于租約的另一個問題，我得到的很多是關于公共區域
的租約和誰負責什麼。說實在的，關于前面提到的那件事我
的租約裏幾乎沒有，這可能是件壞事。但我只是實話實說。

另一個事實是，我從來沒有故意破壞公共區域的一絲一
毫。是的，我有正常使用的磨損，但從來沒有去CSI（犯罪調查
節目）的一個單位，試圖找出誰在墻上打了一個洞。因為那是

一個失敗想法。我不相信任何人會承認這一
點，我寧願自己解決，也不願聽老一套的“責
怪游戲”。

問題三：教育
你有沒有進過一家商店，那裏有一個銷

售代表向你展示產品的工作原理，最有可能
的原因是，如果你只是在架子上看到了它，你
根本不知道如何實際使用它。

我想說的是，除了10%的與潛在房客的
談話，我要求我教會他們這種安排是如何運
作的。許多人甚至不知道這是可能的。

從第一天起就要一清二楚是多麼重要，
我再強調也不為過。我常說的第一句話是：

“嗨，這是一個與室友共享的空間。你有一間私人臥室，公共
區域是共用的。你同意嗎？”

這就定下了基調，讓潛在的房客可以提前決定是否適合
他們。這通常沒有什麼說服力。他們要麼喜歡這個主意，要麼
不喜歡。

問題四：城鎮條例
我投資的那個鎮有一個關于這個策略的鎮條例。他們允

許“每個單元有四個無關的人”，意思是，如果你有一個單獨
的家庭住宅（一個單元），你只能有四個無關的人在裏面。
如果你有親戚（家庭的一部分），那就另當別論了。如果你
有複式公寓，每層最多可以住四個人，以此類推。

去你的城鎮看看，每個城鎮的條例都不一樣。

問題五：租戶周轉率
這很有趣，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我有長期的租

戶。我有很多很多的房客在這裏住了一年多，甚至有不少
人住了三年甚至更長時間。

總的來說，我看到的是，與其他正在實施這一策略的
投資者的正常單位租金相比，交易量略有增加。（在某些情
況下，我也經歷過這種情況。）

在所有的情況下，按房間出租並不是一個人最後的休
息場所。可能只是暫時的。也許他們只需要三到六個月的
空間。我有很多租約已經變得有點靈活。

換房客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戲劇性的，我讓一個房客
和他的男朋友滾出了房間。我基本上失去了三個房客而不是
一個連租約都沒有的人。

我一直要求明確誰將留在這個單位。一般來說，男朋友
和女朋友呆在一起不是個好主意。我現在有兩個這樣的房間
，但不建議這麼做。通常從我這裏租來的都是年輕人。因此，
對第一次同居的年輕夫婦來說可能是個壞消息。

有一次我有個朋友看到我這麼做，就親自嘗試了。簡直
是徹底的屠殺。這些房客他們把我的朋友的這個地方拆毀了
。它變得醜陋不堪。

我真的盡了最大的努力警告他們可能發生的隱患。我相
信，要考慮到這個人的心態和個性，可能從一開始就不太合
適。

總的來說，這些問題應該放在你頭腦的最前沿，但不應
該阻止你采取這種策略。我真的認為，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按
房間出租是很有效的，並且完全相信利大于弊。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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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算在你打算在55到到1010年內如何處理這筆投資年內如何處理這筆投資？？

作為房地產投資者，我們在購買任何房產之前都會先看
一下數據(至少我希望如此)，我們希望我們的房產能產生現
金流。我們想要做出好的、可靠的投資，在我們擁有它們的時
候能夠提供可靠的回報，但是當你準備出售房產的時候，你
會怎麼做呢？五到十年後，你會怎麼處理這些房產呢？很多時
候，投資者可能不會考慮這個問題，但他們應該好好考慮，那
麼他們應該怎麼想呢？

1、房產的類型
在某種程度上，公寓樓、商業中心地帶、甚至農田都被視

為投資性房地產，也就是說，他們是由于預期收入而購買的。
這些房產與單戶住宅非常不同，因為它們至少有可能在零售
市場上出售，房地產投資沒有零售市場。

2、散戶和投資者購買房產的理由
各不相同

從以上引導來看，不同類型的房產會有不同類型的買家
，投資性房產可能會出售給其他投資者，他們和你一樣，也會
關注收入，他們和你一樣，都在尋求一筆交易。因此，除非你
身處一個非常火爆的市場，否則不要押注于投資性房地產的
升值，因為除非你能提高房地產的收入或降低支出，否則價
值可能不會上升。單戶住宅通常是你能在零售市場上買到的
唯一房產，零售買家不同于投資買家，他們買房子是因為有
一所特定的學校，或者因為它離工作、家庭或其他便利設施
近，他們會為此支付溢價，投資者一般不會。

3、小眾地產的買家較少
投資者是一群很挑剔的人，我們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喜

歡我們所喜歡的。公寓業主不會購買工業地產，反之亦然，單
戶住宅投資者不會喜歡公寓，B類物業的業主可能不喜歡D
類物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關鍵是你的房產越專業化，買
家就越少，看看那些在城鎮的老地方為專業租客建造的空的
大賣場吧，當你準備出售時，你越專業，你就越難找到一個買
家。

4、房產位置
位置仍然是房地產中最重要的詞，所有投資者都應該瞭

解他們投資的領域。他們是在進步的道路上嗎？他們的社區
是穩定的還是衰退的？是在一個好的學區附近嗎？它在喬布
斯附近嗎？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你房產出售時的價格。
你所在城市或社區的未來計劃是什麼？投資者應該跟上形勢
。

5、誰在你的地區買房子
看看誰在你的目標區域購買，是房屋所有者、投資者還

是混合體？誰在買會影響你以後的退出策略，例如，你可能在
一個以單戶住宅為主的社區投資單戶住宅房產，但你周圍的
所有房產也都是由其他投資者擁有的。當你準備出售的時候
，你唯一的買家可能是另一個投資者，他正在看數字，和你一
樣想要一筆交易，零售買家會避開這些地區。我看到這種事
情發生在整個孟菲斯地區，我確信它也發生在其他地方。

6、總結
房地產行業有句古老的格言：賺錢的時候就是買入的時

候，而不是賣出的時候。我希望以上內容能讓你考慮到你未
來的投資，因為我們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出售房產。你需要
仔細想想，上述因素和更多的可能會影響你在哪裏買房子和
買什麼樣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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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終決定退出分析癱瘓階段，在競爭
激烈的大波士頓地區環顧6個月後，買下我
的第一筆投資房產。

現在該租出去了！
儘管我手頭拮据，又想儘快把房子租出

去，但我還是決定在這件事情上要慢慢來。
我開發了一個非常廣泛的應用程序，包括：

•通過電話向資格預審申請者詢問基
本問題（工資、可獲得的推薦信、信用評分、
犯罪記錄等），這是在我浪費了大量時間在
開放式房產等待，沒有人出現或收到低于我
標準的申請後不久提出的。

•我廣泛地面試了申請人，在那裏我提
出了很多問題（當然是以友好的對話方式），
並評估了他們對房產的實際興趣。

•申請表包括信用調查，背景調查，房
東調查，雇主調查，Google搜索他們的名字
並查看我所能找到的內容，租金應該在他們
收入的25%或以下，等等。

•最後，還有押金，雖然這嚇跑了很多
潛在的申請者，但我只需要那些有能力和我
住在一起的人。這給了我一個緩衝，以防我
們上法庭。這也讓房客們受到控制。

通過所有這些步驟，有些人給了我很好
的感覺，但是由于他們的信用評分低而自動
拒絕了他們。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的申

請，而沒有讓我的“需要立即現金支付我的
費用”變量影響我。

然後我遇到了X先生。X先生與他的妻
子和表兄（自稱是他的房東）一起去看房（第
一個危險信號）。他們表示非常喜歡該房產，
並準備當場填寫申請表並以現金支付（第二
個危險信號）。當我們開始填寫申請表時（這
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X先生不會說英語）
，X先生寫下了堂兄的名字作為他目前的房
東，因為他是他移民到美國以來一直待在那
的地方。X先生很高興提供了我要求的所有
工資單以及他的社會保險號。第二天，我打
電話給他的上司時，他說X先生是他有史以
來最好的員工之一。他的信用評分高達804
！他的背景調查結果很清楚。我想在這一點
上，我只能接受他的申請，並開始償還裝修
房產所產生的費用（是的，我確實使用過信
用卡）。

現實情況
別那麼快做決定！我覺得有些事情不太

對勁，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不會說英語的
人和最近來美國的人有這麼高的信用評分。
我自己是一個移民，按時支付了所有信用卡
賬單，我使用了書中的每一個技巧來提高我
的信用評分，並且獲得了很高的薪水，我的
分數並沒有那麼高，僅僅是因為我在這個國

家生活的時間不夠長。他檔案上的
名字和地址確實與申請表相符，所
以出于好奇，我決定對地址做一個
反向查找，以核實他的堂兄確實是
房東，所以我打電話給X先生居住
的實際房主，向她解釋了情況，並
且我正在嘗試核實他是否會是一
個好的房客。房東首先說他是個好
房客，他按時付款……你知道一般
的事情，但她語氣裏有些東西不對
。所以當我問他“他為什麼要離開？”。房東停
了下來，我想她的意識迫使她只是突然離開
並說出真相。“他正在被驅逐，他從不按時付
款，他付了一半的房租，然後大聲對我大叫，
告訴我我很幸運能得到這麼多的薪水。他聲
稱自己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家庭，但實際上是
他和他的夥伴分擔了租金。他非常不禮貌，
我等不及他離開，等等……”這就是我所需
要聽到的。申請被拒絕：您沒有通過我們的
資格要求，無需多說。

我很幸運，因為這個房東很容易聲稱房
客是很完美的，把他轉移到我的房產上，讓
我來處理，我真的很感激她。

現有租戶
幾天後，我收到了一群對房間感興趣的

國際女孩。他們說，他們對日期的變動很靈

活，因為他們與房東有安排，可以一直待到
找到房產為止，但是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沒有
信用評分。他們以現金支付，也想以現金支
付租金（這本身就是另一個話題）。他們中的
一個確實有社會保險，但當我運行它時，它
是（-1），我打賭你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我假設
它是0，當我運行它時，它變成了負值。糟糕！

長話短說，我告訴他們我需要一些時間
來考慮。他們看起來像是很棒的人，給了我
很好的印象。最後，我不得不要求他們帶一
個信用良好的聯署人來。他們做到了。當我
給他們的雇主和推薦人打電話時，沒有什麼
可疑之處。申請被接受！

他們已經和我在一起幾個月了，一點問
題都沒有。他們總是按時付款，真的是很好
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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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評分對租戶是否重要信用評分對租戶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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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3月，疫情在西班牙暴发后，客源就断了，当地有十几家中餐
厅面临倒闭或即将倒闭的困境。当下，‘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西
班牙巴塞罗那中餐业协会会长沈岱曦所说的，是海外中餐业者面临
疫情冲击的普遍心声。

疫情让海外中餐厅的生意不可避免地遭遇重创。面临巨大的生
存压力，求新求变成为海外中餐业者的共同选择。

“3年前，我开了一家新店，全部采用二维码点餐。两年前，我
又引进了机器人送餐，没想到疫情期间派上了大用场。”奥地利维也
纳餐饮协会会长朱茂奏从事中餐业已30余年。疫情之后，他的餐厅
客流量不降反升，相较于去年同期还增长了30%左右，秘诀之一正是
有新科技助力。

荷兰中饮公会主席俞斌也亲身体会到新科技以及智能化服务模
式的甜头。“餐厅机器人可以用于传菜和餐桌服务，客人通过桌上
的二维码下单，员工将食物交给机器人并输入桌号，机器人就可以
自动送餐并返回。”俞斌介绍，疫情期间，荷兰一些华人连锁快餐
店尝试用机器人送餐，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招揽了不少顾客。

“华侨华人很勤奋，很努力，有经营头脑，也懂得变通。疫情
之后，还有不少中餐业者开拓外卖业务，经营颇有起色，甚至有些
餐厅比疫情前盈利还要多。”俞斌说。

运用“零接触”外卖配送、二维码点餐、机器人送餐、设置隔
离座位……服务模式的一系列改变给海外中餐厅增添了复苏的新动
力。

“在德国，许多中餐厅尝试增加菜式，改变经营模式。”德国青
田同乡会会长赖成敏介绍，过去，德国的中餐厅大多采用自助餐模
式，虽然价廉物美，但菜品特色不是非常鲜明。疫情发生之后，餐
饮业受到重挫，一些规模较大的自助中餐厅门可罗雀，反倒是一些
中餐特色浓郁的小餐馆存活了下来。这让他和其他中餐业者对未来
发展有了新的思考。“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这是每个餐饮从业
者都要面对的问题。目前看来，智能服务与外卖配送相结合的‘小

而精’型中餐厅经营模式或许将是新的趋势。”赖成敏说。

“团结起来力量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海外中餐业者在寻找自身发展出路的同
时，不忘互帮互助，为身边的同胞和当地民众送去温暖。

皇后镇是新西兰的旅游胜地，受疫情影响，游客数量大减，当
地中餐厅生意也受到较大冲击。新西兰皇后镇华人商会会长阳敏介
绍，当地采取“封城”管制措施之后，他的餐厅客流量下降约50%。

尽管境况艰难，但阳敏仍然坚持给每名员工发放补助。不仅如
此，他还组织参与各类活动，邀请皇后镇市长与华人居民进行面对
面交流，并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大家在
外都不容易，特殊时期就应该互帮互助，一起渡过难关。”阳敏说。

意大利一度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凶猛的疫情之下，餐饮
行业遭遇寒冬，顾客数量急剧减少。“疫情期间，作为‘封城’后唯
一一家坚持外卖送餐的中餐厅，我们一直坚持给罗马的中资企业及华
侨华人同胞送餐。”意大利罗马温州工商总会秘书长何建锋笑言，他
自己就干了一段时间的“外卖小哥”。

7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3家中餐厅联手组织了免费发放
“浙江情·家乡味”爱心午餐的活动。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周建虹介绍，爱心午餐专门发放给当地困
难侨胞、留学生及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每天提供600余份，持续4
周时间。

“反响很热烈！”周建虹说，活动期间，每天都有几百份中餐盒
饭摆放在餐厅进口处，排队人数众多，还有不少路人投来好奇的目
光。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活动帮他的餐厅吸引不少客人，外卖销
量渐渐好了起来。

组织建立各行业及业主互助群，搭建抗疫互助资讯平台，为当
地医护人员及华人业主免费寄送各类防疫物资，联手国际公益部门
搭建针对华人的专业共享公益平台……英国伦敦中英工商联主席韦
朝贺也在疫情期间做了许多公益工作。

“团结起来力量大。”韦朝贺说，最近，他还在各个国际论坛和

本地工商联、经济论坛上积极讲解中国为疫情所做的巨大努力，消
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努力，为中国和
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用美食讲好中国故事”

6月，浙江省侨缘公益会、浙江省侨联餐促会和荷兰中饮公会
联合主办了“万水千山粽是情”荷兰站活动。作为荷兰站主要负责
人，俞斌慰问了包粽子的华人厨师，并现场参与了发放粽子的活
动。

“我们为荷兰当地的华人长者送去粽子，在海外弘扬尊老敬老
的传统文化。”俞斌说。荷兰中餐业行业协会多年来致力于弘扬中
华美食文化，振兴中餐。疫情之下，协会仍用多种方式，鼓舞受到
疫情冲击的中餐业者，增强大家继续在海外做好中餐的信心。

近年来，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户，中餐在海外不断
发展，圈粉无数。疫情虽然给各国中餐厅的经营带来挑战，但并不
能阻挡华侨华人推广中餐文化的脚步。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在视频交流会上表示，星罗棋布于世界各
地的中餐厅如同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播驿站，广大海外侨胞中餐业者就
是驿站勤劳的守护人，弘扬着中华文化，传递着中华亲情，讲述着中
国故事，促进着中外民心相通。

参加交流的中餐业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推动海外中餐业稳步向
好发展的决心。

“作为海外中餐业者，我们理应不断发展壮大中餐，通过这张
美食‘名片’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在周建虹看来，
未来，中餐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领域。

沈岱曦认为，尽管疫情令餐饮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但相
信市场一定会恢复元气。“关键是要做好品牌建设，向当地宣传博
大精深的中华美食文化，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聆听海外中餐业者分享的故事与想法，国内多省侨联官员感触
颇深。未来，他们将继续与各国侨胞保持联系，加强合作，为海外
中餐业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海外中餐厅“历险记”
严 瑜 姚 慧

在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世界各国陆
续开启复工复产的“加速模式”，海外众多中餐厅也逐渐回
归正常经营。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餐厅业主带来不小冲击。
不过，素来以勤劳踏实著称的华侨华人并未被打垮，他们积
极应变，寻找出路，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海外中餐厅“历险
记”。

近日，中国侨联举行“海外侨胞中餐业者抗疫复工故
事”视频交流会，通过网络连线的形式，邀请海外多国中餐
厅业主及国内部分省份侨联干部，交流海外中餐厅在疫情之
下危中寻机的故事，分享经验，共同商讨新的发展思路。

图为海外多位中餐业主通过视频连线讲述各自抗疫复工的故事。 （中国侨联供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
文教育专业新生、菲律宾留学生达美西近日无法
到校。但通过登录“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云校
区”，输入姓名、证件号码、专业等基本信息，
上传照片、护照信息页等，达美西用一种特别的
方式同步完成了报到注册。

9 月 20 日是华侨大学 2020 级新生报到的日
子。今年，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共招收来自泰国、
印尼、缅甸、俄罗斯、法国等20个国家的428名
外国留学生，他们都因疫情暂时无法到校报到学

习。
为服务这批特殊的留学生，华文学院精心打

造了集大数据采集、班级管理、课程教学、学生
活动为一体的“云校区”智慧平台。这是中国首
个为服务海外留学生打造的“云校区”。

“受海外疫情影响，华文教育线下教学受到
严重冲击，我们需要发挥‘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优势积极应对，‘云校区’为解决
实际问题而生。”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负责人表
示，“云校区”通过智慧平台加强海外留学生与

学校的联系，提高管理效率，推动华文教育转型
升级，能更好地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

在“云校区”，海外留学生可以实现云报
到、云观看学校现场迎新、云参加学院开学典
礼等。今后，“云校区”将作为华侨大学华文学
院留学生管理服务、学风督导、学习交流、学
生活动开展的重要平台，同时将以学习积分的
形式，鼓励“云校区”学员学好中文、了解中
国。

“云校区”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运行。除海外留学生线上完成报到注册外，该
学院同样尚未返校的海外高年级学生线下自发组
建了助教团，为新生开展“云校区”注册指导及
介绍学院相关情况。目前，“云校区”已在泰
国、印尼、老挝、缅甸、菲律宾等5个国家设立
了线下报到点。

泰国四色菊府皇太后中学是“云校区”线下

报到点之一，今年当地有4名学生被华侨大学录
取。“我们中学提供场地，华大老生作为助教指
导新生在‘云校区’进行学习。”皇太后中学副
校长、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校友张志宏说。

“欢迎加入华侨大学！”当天，华侨大学党委
书记徐西鹏通过“云校区”与泰国、老挝、缅甸
等国多个线下报到点的新生们连线互动。听完新
生的自我介绍后，徐西鹏说，现在全球疫情还有
很多不确定性，很遗憾不能马上见到大家；希望
海外留学生们保护好自己，安心、自主参加网上
学习，“期待疫情早日结束，我们在校园静候你
们归来！”

“因为疫情，我暂时不能到中国上学，很遗
憾，也很担忧。现在能在‘云校区’报到学习，
还有学姐的指导，让我很有归属感。”达美西特
别希望全球疫情早点结束，尽快和各个国家的同
学们在中国相聚。

华侨大学上线“云校区”
吴江辉 张罗应 朱红梅

侨胞说·我在海外这么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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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外卖有多佛系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点外卖这

件事，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守得住

寂寞。

英国留学生KIKI曾经有过一次哭笑不

得的点外卖经验。那一次，她突然重感冒

发烧，躺在床上无法出门。她不得已下载

了外卖软件，选择了离家1.5公里处的一家

中餐厅，点了一个做法很简单的茄子饭。

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外卖仍旧显示

还未配送，最终KIKI取消了订单。

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十分常见。因此

，有人将国外的外卖称之为“饿死了吗”

外卖。

在众多国家的外卖中，俄罗斯的外卖

便以“世界最慢”闻名。以至于有留学生

在用餐点评里写道：“俄罗斯的每一个外

卖小哥，身体里都藏着一个普希金。假如

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点

外卖的日子需要镇定。”

去年，一个俄罗斯外卖员的佛系送餐

视频在网上走红。

他在路上若有所思地慢慢踱步，边走

还边东张西望，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制服

、背着外卖箱子，大概你会以为他是一个

正在散步的路人。

在网上随便一搜，类似的俄罗斯佛系

外卖员非常常见。

有走在路上突然停下来顿悟人生，在

午后温暖的阳光下驻足一下午的；

有走着走着在途中遇到了老朋友就停

下来唠嗑的；还有走累了的外卖员，干脆

乘地铁等交通工具送起了外卖。

在邻国日本，外卖也基本不讲求速度

。

因为在日本最大的外卖平台Uber Eats

里，有很大一部分外卖员是退休老年人。

在日本街头，你经常能看到慢悠悠骑着自

行车、背着外卖箱子的老人家，于是，速

度要快到哪里去也不太可能。

除了慢，贵是欧美外卖的另一个阿喀

琉斯之踵。

演员林允曾经就曾经在网上吐槽过法

国的高价外卖。

在法国工作期间，她和朋友们点了 9

道家常菜。居然花了133欧，相当于人民币

1000多元。

在中国，一般外卖平台会有折扣和补

贴，配送费也一般只有三四块钱。但是在

国外，外卖不仅本身就很贵，而且一般每

单都要花餐费15%的小费和配送费。

所以如果在国外点外卖，你很可能不

是被龟速劝退，就是被天价配送费吓得准

备饿肚子好了。

自由的外卖配送员

关于俄罗斯的外卖速度，B 站 up 主

“食贫道”曾做过一期视频。

视频里，他点了一份外卖，1.2公里的

距离，骑车仅需10分钟，他硬是等了1个

小时。

之后，up主找到了外卖小哥，攀谈之

后才发现，1公里的距离，系统给的送餐时

间是1个小时。这也就不难理解俄罗斯外

卖小哥日常送外卖的状态了——背着一个

外卖包，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着。

对国外很多外卖人员来说，时间确实

不是什么问题。

西班牙的外卖骑手安德鲁在外卖平台

G工作。在他的工作制度里，虽然有按时

配送要求，但是不像国内的外卖员，他并

不担心配送超时，也不担心客户投诉。

据他介绍，平台上食物的配送时长基

本都在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配送距离一

般会控制在7公里以内。

但由于顾客距离实在较远或者某商圈

无可用外卖骑手等特殊情况下，他也会骑

行10公里来回耗时一两个小时去送餐。

但是，于国内不同的是，为了避免超

时，外卖平台不是要求骑手加快速度，而

是在一次配送过程中只会分给每位外卖骑

手一份订单（高峰期不超过两单）。于是

，只要取餐过程不耽误时间，基本上能按

时配送。

而一旦由于天气情况或者餐厅出餐较

慢，骑手会立刻给顾客打电话道歉并说明

情况，绝大多数顾客都会表示理解。至于

平台，也不会以扣分或者扣款的方式降责

于骑手。

除此之外，平台还赋予了骑手一项权

利——在餐厅出餐时间大于25分钟的情况

下，骑手有权选择取消该订单或是继续等

待。这意味着你正饿着肚子等啊等，发现

外卖突然没有了——原来是外卖小哥哥一

个不高兴，自己把它取消了。

有了这些保障，在配送过程中为了抢

时间而闯红灯甚至逆行的情况，在安德鲁

工作的两年间基本上很少发生，他也从未

听说身边的外卖骑手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

受伤或死亡的案例。

另一方面，国外外卖员的自由，体现

在工作时间选择的自由。在日本送外卖的

奶奶佐和子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工

作的时间上线，当然下线也是一样”。

刚刚入职第二周的外卖骑手佐和子对

这一点感到相当满意，一方面可以挣点钱

用于生活补贴，另一方面还可以顺便锻炼

身体。

她给自己选定的工作时间是每天的午

餐配送时段是12：00-16：00，4个小时里

，她大概可以完成5单配送。至于雨雪天

气，她则直接选择不配送。

此外，与国内相比，国外的外卖员在

选择交通工具上也有更大自由。

尽管各大平台的外卖骑手都有汽车、

电动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但

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自行车这一配送方式

。与国内外卖骑手所选择的电动车相比，

自行车的时速限制自然在降低交通事故发

生的概率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俄罗斯外卖员，想选择用双腿当

交通工具，其安全程度也就更不言而喻了

。

基因不同，决定了速度不同

根据Statista 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

年底，中国外卖行业营业额将达到515亿美

元，用户数将超过4亿。但就拿欧洲来说

，整个欧洲的外卖营业额将达到209亿美元

，用户数将达到1.77亿。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欧美等发达国

家外卖市场规模上与中国差距巨大。

首先，人口基数、人口密度等因素决

定了外卖行业的根本不同。

欧美等国家大多地广人稀。像是在美

国，除了纽约、曼哈顿这种人口密集的城

市，其他城市的餐厅分布基本上不可能达

到国内的密度，配送上很难协同。

另外，地广人稀的欧美国家， 人工成

本本来就很高；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

带决定的廉价用工环境，为平台输入大量

廉价劳动力。

其次，在外卖的需求上，不同国家吃

货的习惯差异明显。

按美团的数据，中国的2亿单身人群

去年有1.3亿在美团叫过外卖，其中393万

人的年度订单超过100次，有8万人几乎每

天都叫外卖。这说明对于很多用户来说，

外卖是为了填饱肚子，同时也是快节奏生

活的必然。

在国外，外卖更倾向于满足个性化需

求。就拿美国来说，具备规模的餐厅在62

万家以上，但外卖基本都走精品路线，选

择的都是那些非常受欢迎的中高端餐厅。

在纽约，你可以叫到275美元的黑鱼子

酱；在芝加哥，你也可以享受199美元的巨

型西西里披萨以及122.99美元的葡氏海鲜

拼盘甚至500美元的超级汉堡等等。

这里点外卖的人，倾向于满足自己难

得的口腹之欲，而不是为了快速吃到食物

。由于人力成本高昂，大多数美国人也习

惯了这一点。

最后，在线下环节，国外外卖与欧美

等国家的外卖环境简直天差地别。

中国外卖一向惯着用户，在中国，即

便是凌晨两三点，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叫

到夜宵，这在地广人稀特别是习惯了到点

下班的欧美国家想都不用想。

而国内外外卖用户对骑手的宽容度，

也是天差地别。中国外卖的骑手可以满足

各种稀奇古怪的需求，买药、买卫生巾、

甚至是帮忙扔垃圾，这在欧美国家很难想

象。

诚然，对比中国廉价又讲求效率的外

卖，国外的外卖缺点很明显，效率低、价

格贵，品类少。

但只要一想起把压力强加给外卖最后

一环的外卖小哥，让他们为了赶几分钟时

间做生死挑战，佛系外卖似乎也无可指责

了。

国
外
外
卖
：
不
追
求
速
度
，
不
保
证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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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以点外卖为生

的你，一定很难想象国

外的“外卖”到底有多

慢。

9月8日，一篇题为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

里》的文章在微信朋友

圈刷屏。外卖员的处境

突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

当中国的外卖员为

了在指定时间内把餐食

送到买家手中，骑着电

动车不惧严寒酷暑和刮

风下雨风驰电掣的时候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

卖用户却开始“望洋兴

叹”。

习惯了国内外卖配

送速度的中国人可能想

不到，在国外点外卖真

的太难了。

今年跨年夜，就有

一位在俄罗斯留学的网

友吐槽当地的外卖：去

年点的外卖，今年还没

收到，这是送外卖吗？

是炼丹吧？

每天以点外卖为生

的你，一定很难想象国

外的“外卖”到底有多

慢。



AA88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20年10月5日       Monday, October 5, 2020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國全國兩大航空公司今天開始裁員
三萬二千人， 這是新冠疫情以來最嚴重的
一次裁減行動。

美國航空總裁帕克表示，他們正在等
候聯邦政府二十五億美元之紓困款項，他
們會立即把被裁的員工召回。

聯合航空也有同樣的遭遇，自本年二
月底疫情發生以來，各大航空公司相繼把
許多員工资遣或退休，但是還有過剩的人
力無法支配。

航空業和去年比較，業績下降了百分
之七十，是有史最慘烈的時期，航空旅遊
業是我們經濟之主要部分，民主共和兩黨
無法達成紓困方案，預計會有更多航空公
司會裁員，影響層面更會擴大。

總統大選在即，大選辯論還有兩次，
川普總統今天表示他不同意修改辯論方式
，就如週二晚上之辯論，仍然是如此混亂
、無章，我們不知道這種辯論還有必要嗎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202//20202020

Two big U.S. airlines today furloughed 32,000
employee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merican Airlines CEO Doug Parker
said that if Washington comes up with a deal
for $25 billion for the airlines over the next few
days, the company will reverse its 19,000
furloughs and recall all the other workers.
United Airlines told government leaders in
Washington DC that if the payroll aid is
approved in the next few days, it also could
undo its furlough.

The airlines have
persuaded tens of
thousands of
employees to take
early retirement or
severance deal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After
those offers, the
airlines now have
more polite flight
attendants,
mechanics and
other workers
than they need.

U.S. air travel
remains down
nearly 70% from
one year ago. It is
sad times for the
airline industry.

Today politicians
are talking about the economic recovery. If
people are not traveling by air travel, a vital
business of our country is being affect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stimulus bill is still up in the ai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serious and we
are still uncertain who will be our leader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make our own decisions.

Big Furloughs In The Airline IndustryBig Furloughs In The Airline Industry航空業寒冬之來臨航空業寒冬之來臨

如何查看郵遞選票是否已經寄出或收到？

【紐約訊】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國際領袖基金會和
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主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網絡爐邊對話，趙錫
成博士和數百名與會者進行了親切交談。參會者包括來自全美各
地的國際領袖基金會會員和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復
旦大學等高校的校友，大多數都是第一代移民。趙博士描述了自
己在中國大流行疾病困擾時期的成長經歷，並分享了他作為第一
代中國移民和企業家在面對各種挑戰之時，如何適應和保持韌性
的經驗。趙錫成博士與一位非常特別的嘉賓——他孝順的女兒，
美國現任交通部長，第24任勞工部長趙小蘭一同出席。趙部長
是美國歷史上首位被任命為總統內閣的亞裔女性。

趙博士鼓勵觀眾時說到： “危機來去無常，適者生存並能
成長壯大。學習並了解新的社會至關重要，這樣我們才能利用可
用的資源。我們如何應對生活中的逆境也很重要。應對困難生活
的態度是關鍵,如何面對挑戰對於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生活十分重
要。因此，我要歸功我摯愛的已故太太趙朱木蘭一貫支持，永保
樂觀，滿懷希望。美國日益多元化。國家需要像我們這樣了解另
一種文化和思維方式的人。我們正在幫助美國提高國際競爭力，
正在幫助美國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趙博士還分享了他年輕時經歷大流行疫情並保持堅韌和頑強
的經歷, “在中國的時候，我很年輕，我們目睹了大流行疾病帶
來的破壞並遭受了折磨。但我的父母秉持樂觀和希望，他們從未
放棄。 所以，不要絕望，要滿懷希望。遵循公共衛生當局的建
議。 相信主。 感謝你所擁有的一切：家庭，教育和健康的身體
。 明天將是更加美好的一天。”

趙錫成博士一生致力於航海業，並通過慈善活動幫助他人。
他是福茂集團的創始人兼名譽主席。該集團是一家以誠信、可靠
以及優質服務著稱的美國航運公司。他在上海郊外一個小鄉村的
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在其職業生涯早期，29歲便晉升為最年輕
的遠洋船長之一。他參加了全國考試院舉辦的甲級船長特種考試
，成績斐然，打破歷來考試記錄。這項成就使他有機會到美國繼
續深造。

1964年，趙博士在紐約市聖約翰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後，即創立了福茂航運公司，之後又擴展到福茂集團。作為綠
色技術的較早採用者，福茂集團在其船隊中採用了燃油效率設計
和技術，該船隊躋身全球最環保的散貨船之列。由於對海運業的
傑出貢獻，趙博士被選入聯合國國際航運名人堂。

趙博士和他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畢生致力於推廣教育和慈

善事業。基金會的獎學金使數千名
莘莘學子受益。為了紀念木蘭對信
仰、家庭和慈善事業而奉獻的傳奇
一生，他們慷慨捐贈修建了許多建
築大樓，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的趙朱
木蘭中心，這是哈佛大學有史以來
第一座以亞裔美國人命名，也是第
一座以女性命名的大樓。

趙博士獲得了無數的榮譽和獎
項。他曾在美國最高法院獲得 “奧
爾傑傑出美國人獎” 和“埃利斯島
榮譽勳章”。美國國土安全部頒發
給趙博士“傑出美國公民獎”。聖
約翰大學，尼亞加拉大學，尼亞克
大學，輔仁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台灣海洋大學，麻省海事學院分別
授予趙博士榮譽博士學位。他還獲
得了由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頒發的
“傑出終身成就獎”。美中教育基
金會授予趙博士 “領導力和成就獎
” ，以表彰其作為一位勵志領袖，
為社區、國家和世界做出的巨大貢
獻。麻省海事學院授予趙博士首屆 “海軍上將傑出服務獎” ，
以表彰他的領導才能和對世界的卓越貢獻。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
向趙博士頒發了 “世紀獎章” ，以表彰他在採用節能環保的船
舶設計和技術方面所發揮的領導作用。哥倫比亞大學授予趙博士
首屆“創新成功獎”。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因其令人鼓舞的領
導能力，授予趙博士“海軍上將獎”。趙博士還獲勞埃德名單頒
發的“終身成就獎”。最近出版的暢銷書《逆風無畏》是一本生
動講述趙錫成博士傳奇人生的人物傳記，繼而出版的《淡定自在
》是講述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一生博愛與奉獻的生動傳記，兩
書相得益彰，珠聯璧合。

趙部長現任美國交通部長，是其第二任內閣職位。
趙部長八歲時來美，就像她的父母一樣，一直致力於為亞裔

美國人提供更多機會。在其擔任勞工部長期間，有史以來第一次
，該部門的勞工統計局有了亞裔美國人類別，並每月記錄亞裔美
國人的就業數據。

在成為勞工部長之前，趙部長曾任“聯合慈善基金會” 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以及和平團主任。在每個職位上，她始終是第一
位被任命的亞裔美國人，披荊斬棘為更多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崛起
開闢道路。

趙部長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以及37個
榮譽博士學位。她是趙錫成博士和已故夫人趙朱木蘭女士六個女
兒中的長女。

國際領袖基金會是全美著名青年領袖人才訓練，以提升美國
亞太裔地位，培育青年未來領袖，推廣亞太裔社區公民意識，公
共服務，以及經濟繁榮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組織。查詢更多信息，
請訪問網站 www.ilfnational.org

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最初創立於1943年，以“飲水思源，
同行致遠”為宗旨，服務校友、回饋社會。總會下屬10個地區
分會,由居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上海、西安、西南、北京、新竹
五所交通大學校友組成。查詢更多信息，請訪問網站 www.ctu-
aaa.org

國際領袖基金會和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主辦“與趙錫成博士網絡爐邊對話”
美國新冠疫情期間亞裔社區所面臨之挑戰

[[本報訊本報訊]]何時會收到我的郵遞選票何時會收到我的郵遞選票??
對於已提交申請的人對於已提交申請的人，，國內選民的郵遞選國內選民的郵遞選

票將從票將從 99 月中旬開始寄出月中旬開始寄出。。如果您在此日期之如果您在此日期之
後提交申後提交申 請請，，您的郵遞選票將在申請獲得批准您的郵遞選票將在申請獲得批准
後的後的 77 天內寄出天內寄出。。··國外選民國外選民：：您的郵遞選票您的郵遞選票
將在將在 99 月月 2626 日日（（選舉日之前的第選舉日之前的第 4545 天天））或之或之
前前，，或在收到您的申請後或在收到您的申請後 的七的七（（77））天內寄出天內寄出
。。

如何將完成的郵遞選票寄回至選舉辦公室如何將完成的郵遞選票寄回至選舉辦公室??
有截止日有截止日 填妥的郵遞選票必須以提供給您填妥的郵遞選票必須以提供給您

的紫色正式郵遞選票回郵信封寄回的紫色正式郵遞選票回郵信封寄回 HarrisHarris 縣行縣行
政書記官辦公室政書記官辦公室。。可以通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可以通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
遞送遞送：： ((11)) 使用一般郵寄通過美國郵政服務使用一般郵寄通過美國郵政服務; a.; a.
選票必須在選舉日下午選票必須在選舉日下午77 點之前蓋上郵戳寄出點之前蓋上郵戳寄出

，，而且本辦公室必須在而且本辦公室必須在1111 月月44 日日((選舉日之後的選舉日之後的
第第22 天天))下午下午55::0000 之前收到您的郵遞選票之前收到您的郵遞選票。。 ((22))
親自到親自到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選舉辦公室位於縣行政書記選舉辦公室位於NRGNRG
(NRG Arena(NRG Arena –– Hall D, NRG Pkwy, Houston,Hall D, NRG Pkwy, Houston,
TXTX 7705477054) a.) a. 在正常辦公時間在正常辦公時間，， b.b. 在提前投票在提前投票
期間期間：：週一至週六上午週一至週六上午77 點至晚上點至晚上77 點點，，以及以及
週日下午週日下午 1212 點至晚上點至晚上 77 點點，，或或 c.c. 在選舉日在選舉日
（（20202020 年年1111 月月33 日日））上午上午77 點至晚上點至晚上77 點點d.d.
您必須出示可接受的照片識別證件您必須出示可接受的照片識別證件。。 e.e. 選民如選民如
果無法合理獲得可接受的照片識別證件果無法合理獲得可接受的照片識別證件，，則該則該
選民可以出示選民可以出示 BB 列身份證明列身份證明 並填寫具結書並填寫具結書
（（RIDRID））說明原因說明原因。。 f.f. 郵遞選票必須由選民親郵遞選票必須由選民親
自提交自提交，，不能由他人代替不能由他人代替。。 ((33)) 使用一般送件或使用一般送件或
合約送件合約送件；；例如個人快遞例如個人快遞，，FedExFedEx 或或 UPSUPS 或其或其

他合約的郵遞服務他合約的郵遞服務。。 a.a. 必須在選舉日必須在選舉日
下午下午 77::0000 之前收到選票之前收到選票。。 b.b. 選票必須選票必須
在在 1111 月月 44 日日 ((選舉日之後的第選舉日之後的第 22 天天))
下午下午 77 點之前蓋上郵戳點之前蓋上郵戳，，而且本辦公而且本辦公

室必須在選舉日當天下午室必須在選舉日當天下午 55::0000 之前收到您的郵之前收到您的郵
遞選票遞選票。。

國外選民或是現役軍人國外選民或是現役軍人，，是否有不同的截是否有不同的截
止日期止日期??

如果您要親自提交郵遞選票如果您要親自提交郵遞選票，，我們的辦公我們的辦公
室必須在在選舉日晚上室必須在在選舉日晚上 77 點之前收到點之前收到。。對於國對於國
外選民本外選民本 辦公室必須在辦公室必須在 1111 月月 88 日日 ((選舉日之後選舉日之後
的第的第 55 天天)) 之前收到您的選票之前收到您的選票。。

諮詢諮詢:: 目前目前 TexasTexas 州的郵件傳遞延遲州的郵件傳遞延遲。。計劃計劃
通過郵寄發送郵遞投票申請或選票時通過郵寄發送郵遞投票申請或選票時，，請考慮請考慮
到這一點到這一點，，以以 便及時處理和被納入計票便及時處理和被納入計票。。

如果我選擇不對某些問題或候選人投票如果我選擇不對某些問題或候選人投票，，
我的選票會被計算在內我的選票會被計算在內?? 是是。。您投下的所有選票您投下的所有選票

將被計算在內將被計算在內。。您有權跳過任何選項或議案您有權跳過任何選項或議案。。
選舉部門如何安全地處理我的郵遞投票選舉部門如何安全地處理我的郵遞投票??
當您在選舉辦公室收到完整的郵遞投票後當您在選舉辦公室收到完整的郵遞投票後

，，它將通過嚴格的驗證系統它將通過嚴格的驗證系統。。選票回郵信封經選票回郵信封經
過驗證以進行簽名認證過驗證以進行簽名認證，，記錄並安全存儲記錄並安全存儲。。直直
到選舉中心在選舉日晚上到選舉中心在選舉日晚上 77 點關閉點關閉 時時，，您的郵您的郵
寄投票才會被計數在內寄投票才會被計數在內。。投票中心關閉後投票中心關閉後，，所所
有郵寄選票將被製成表格並提交正式記有郵寄選票將被製成表格並提交正式記 錄錄。。

我的簽名如何被驗證我的簽名如何被驗證??
將選民在郵遞投票回郵信封上的簽名與郵將選民在郵遞投票回郵信封上的簽名與郵

遞投票的申請和遞投票的申請和//或註冊投票的申請進行比較或註冊投票的申請進行比較，，
以確定是以確定是 否接受或拒絕該郵遞投票否接受或拒絕該郵遞投票。。

我的郵遞投票投票何時被計算我的郵遞投票投票何時被計算??
您的郵遞投票將在選舉日投票中心下午您的郵遞投票將在選舉日投票中心下午77

點關閉時對進行計票點關閉時對進行計票。。屆時屆時，，所有所有““郵遞投票郵遞投票
””選票都將選票都將 製成表格並提交正式記錄製成表格並提交正式記錄。。郵遞的郵遞的
總票數將被計算在最終的計票數中總票數將被計算在最終的計票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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