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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即使價格高企，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依舊火熱
，搶手程度達到30年來的新高。

在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間，一套待售房在
美國房地產市場上停留的時間，降至3周。

這一時間，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依舊掙扎于

金 融 海 嘯 餘 震 的
2012年，是11周。目
前的3周，是該數據
1987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為了在擁擠的市場中買到一套房，買家不
得不選擇更高的出價。該報告同時提到，42%的

買家願意支付賣家的要價。這
也是2007年有統計以來的最
高水平。

NAR首席經濟學家Law-
rence Yun 稱，即使市場上有
大量的就業機會，薪資水平也
更高，但高企的租金和房價都
讓有意購房者很難湊夠首付。

美國房地產協會彙集了全
美房地產經紀人的房源，房屋
銷售數據詳實龐大。

買家賣家面面觀
首套房買家的平均年齡未

變，但重複購房者的平均年齡
持續攀升，現在已經來到了紀
錄高位的54歲。

而賣家的年齡上升更為顯著。目前典型的
賣房者在55歲，比2009年足足長了10歲。

報告提到，學生債務，是影響首套房買家購
買能力的原因之一。41%的首套房買家都有學
生債，55%的受訪者都提到，學生債影響了為購
房而進行的儲蓄行為。

從買賣家的年齡來看，美國消費者的換房
頻率在降低。另一項數據還顯示，目前典型的賣
房者一般已經在待售房中居住了10年，而1985
年的數據只有五年。

已婚夫婦在購房人群中的規模連續第3年
萎縮（65%），而單身女性購房者的數量則連續
第三年上升，來到了18%（1981年只有11%）。

該報告提到，就業前景穩定，收入漸高和逐
漸提升的信用水平，都是單身女性賣家越來越
多的原因。而單身男性的買家占比只有7%，比
未婚情侶的8%還要低。

買賣雙方直接交易的業主自售（For Sale
By Owner, FSBO）占比降至紀錄低位的8%。將
近九成的買家和賣家都會選擇中間經紀商。(取
材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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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熱度絲毫未減。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最近發布的

《2017年美國住宅房產外國買家報告》，中國連
續四年成為美國海外購房群體中的第一大買家
。

據第一財經報道，作為美國外國人購房的
主力，在2016年4月-2017年3月的報告統計周
期，中國人的購房總成交額達317億美元，比上
年的273億美元上升了16%，也超過前年的286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購房數量也超過4萬套，
在經歷上年的回落後再次衝擊歷史最高點。

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12個月裏，中國買家
在美國支出286億美元(主要用于購買住宅物
業)，同比增加30%，而且是第二大外國買家群
體加拿大人支出金額的2.5倍多。而加州仍然是
中國人最青睞的安家之地。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願意在美國買房呢？聽聽
矽谷房地產的解釋吧。

1. 為什麼在美國買房子？
a. 美國房屋產權為私有制，永久產權

中美房產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房屋產權和擁
有方式。中國房屋產權是公有制，買了房子之後
最多有70年的使用權。而美國房產實行私有制
，並且是永久產權。一經購買，包括房子和房子
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土地全部永遠屬於自己。

b. 美國房子價格不高，甚至低于中國
現今，美國所有房屋的平均中間價格為16.3

萬美元，也就是說，有一半的房產低于97.8萬人
民幣。這個價格在中國很多城市來講都顯得那
樣平易近人。用同樣的價格，在美國買到房子可
以比中國大三倍以上。或者說，用買中國房子三
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在美國同等區域買房一套
大房子。

c. 美國房產政策完善，法律環境健全，
房屋產權受保障

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和
完善，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和成熟的房產法律
制度和市場。比如美國的房產信息是公開的，購

房者可以去政府網站查看
意向房產的全部詳細信息。
所有的交易信息，包括實際
價格，稅額，交易日期，交易
情况，都必須明確的呈報，
這就有效的避免了炒房現
象的發生。此外，美國政府
會保護房屋擁有者的產權，
並保障房產交易中買賣上
方的權益，比較公平公正公
開。美國房產問答延伸閱讀
：美國法律如何保障外國買
房人的權益？

d. 美國房產可以獲得
較高的租金回報率
以出租和投資美國房產為

目的會有穩定的房產增值效益和獲得較高的租
金回報。

e. 美國有多種房產類型，可以依據投資
目的自如選擇

美國房產類型分為1.獨棟別墅、2.聯排別墅、
3.公寓、4.多戶住宅。每種房型會分布在不同的地
區或城市，並匹配不同的投資目的。如投資、留
學、養老買房都有比較適合的幾類主要的房產
類型。

2. 沒有綠卡，可以在美國購置房產嗎？
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外國

投資者持歡迎態度。同時，法律透明公開，購房
程序要比其它國家相對簡單明瞭；任何人都可
以購買美國房產，只要擁有中國護照，就可以完
成購房交易，即使沒有美國簽證，也可以通過電
子郵件完成交易。

如果是用現金（或銀行存款）購買，沒任何
限制，但想獲得貸款用按揭方式購買，需要辦理
貸款手續，可以用中國收入申請美國貸款。

3. 在美國買房是必需人到美國才能買
嗎？

理論上你不必親自到美國就可以買房，但
最好是本人事先來美國開立好自己的銀行帳戶
，以便用該帳戶內的資金支付購房款，即使不來
美國也可將資金直接打入產權公司進行交接。

現在大部分銀行都接受這種網上簽字的方
法，只要有Email的地方，都可以簽字，無論你在
世界的哪一個地方，都可以完成在美國買房的
過程。

當然，在看房、選房的過程中，你如果能親
自選擇是最好的。

4.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要些什麼證件和
資料？

如果本人親自前往購買，只要有護照就行
了。

如果是委托他人購買，需要給受托人寫一
份授權委托書（Power of Attorney），該授權委
托書需要公證，另外提供一份護照複印件，受托
人有了授權委托書，可以動用在委托人名下的
銀行帳戶中的資金支付購房款，代簽買房合同
等法律文件和代辦過戶手續。

5. 中國人在美國購買的房屋產權與美
國人購買的有何不同？

沒什麼不同，都是永久產權，產權文件上都
會載明產權擁有人的姓名，獲得不動產產權的
時間和位置，土地占地面積和建築物的面積等
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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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
房產過戶中的詐欺、違約的機會率會降至最低。
雖說過程比較複雜，但在美國的經紀人，都是需
要取得各州的專業房地產的執照，才能為客人
作買賣交易服務，整體水平很高，職業道德相對
于國內房產中介素質要好得多。如果能選擇一
個負責任、有經驗的經紀人作買方經紀，其它事
情你就不必擔憂了。

7. 需要付經紀人傭金嗎？
在美國加州，買賣雙方經紀人的傭金都由

賣方支付，購房者不須承擔支付傭金的責任。

8. 在美國買房以後可以移民美國嗎？
目前，在美國買房與辦移民沒有直接的聯

繫。外國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證明和合法入境美
國的簽證就可以在美購買房產，買房可被視為
一種投資行為，但不可以僅因此而獲得綠卡。

根據美國移民法的規定，獲得美國投資移
民EB-5的條件是：
1）在美國任何地方投資一百萬美元，並至少直
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或
2）在國家認可的低就業地區投資五十萬美元，
並至少直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或
3）在經政府批准的“區域中心”投資五十
萬美元，並直接或間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
所以在美國買房屬於商業行為，綠卡屬於
美國移民局管轄範疇，目前而言，在美國
投資買房暫時不能直接獲得綠卡。

9. 來美國買房的基本流程是怎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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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常都會選擇一個好的職業經紀人來一步
一步帶你走，所有在交易過程中可能發生
的情况，他都會在事前告訴你。

下面是來美買房的基本步驟：
1）須有中國或臺灣護照和合法來美
的簽證；
2）選擇想要買房的地區和房屋種類
（獨立屋還是公寓）；
3）選擇一個合法注冊的房產經紀人，討論購買
要求，由經紀人介紹看房，選房；
4）填寫買房出價合同書，付定金支票，如果出價
合同書被賣方接受並由賣方在合同書上簽字，
則購房合同成立，雙方進入具體操作程序；
5）一旦出價合約書被賣方接受，則定金支票須
存入雙方選定的公證托管公司，這家公證托管
公司是幫助雙方履行合同、清理價款完成交易
的中立公司，不代表任何一方；
6）公證托管公司對房屋產權進行核實，對產權
是否有瑕疵是否影響產權的完整性提出意見。
如果不影響過戶，則會通知雙方進行下一步操
作；
7）即使經過產權核實未發現瑕疵，買方也會在
過戶（closing）之前購買產權保險，以便將來出
現產權問題時獲得賠償；
8）如果購房合同是有條件履行的合同，即買方
在合同中提出須做房屋檢查並根據檢查結果决
定是否購買，則當賣方接受出價合同書後，買方
即可開始聘行專業人士對房屋的狀况進行檢查
，如果檢查結果滿意，則進入交易的最後一個程
序：過戶（closing），如果檢查結果不滿意，買方
要求售方維修，則雙方在售方進行維修後進行
交易的最後一個程序，如果售方不願意維修或
買方對檢查結果不滿意而不願意繼續進行交易
，則交易中止，定金退還買方；
9）買方在過戶（closing）之前購買房屋保險；
10）按照合同約定的時間雙方前往公證托管公
司辦理過戶（closing），買方付款（支付至公證托
管公司帳戶），售方簽署產權文件，交收房屋鑰
匙和其他文件資料；
11）過戶（Closing）完成之後，公證托管公司清算
各方的款項，並將產權文件報送當地縣政府備
案，縣政府備案後並蓋印章，原件由公證托管公
司領回後郵寄給買方，交易完整結束。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滿腦子都裝著什麼問題滿腦子都裝著什麼問題
上

圖片來源：Bellevue and Beyond

圖片來源：NY Dail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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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該買哪種房屋?
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屋種類很多，最主要

的有獨棟別墅（house）、聯體別墅（town house）
、公寓（Condo）。對于投資者而言，獨棟別墅最具
投資價值，公寓最沒有投資價值。

從過去30年美國公寓價格變化規律看，公
寓建成之後價值會逐年遞減，因為美國的人工
支出很貴，舊的公寓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去維
護，所以超過20年房齡的公寓基本就無人問津
了。而獨棟別墅卻恰恰相反，雖然房屋也有老化
的問題，但所在土地是永久產權的，而土地也在
一直升值。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的土地所有權分
為地下權（包括地下資源開采權）、地面權和地
上空間權（包括建築物的容積率以及在容積率
範圍內空間設定的通過權）。

11. 購買新房還是二手房？
在美國，大多數在市場上交易的房子是二

手房子，占市場上挂牌出售的房子總數的85%；
新建的房子相對較少，僅占15%。這與中國大陸
的房地產市場有很大的區別。

在加州，大部分優良的地段已經被老的住
宅社區占據，所以一般大規模開發的新建房地
段會稍偏，占地較小，以前多為其他工業或農業
用地，較多的靠近高速或鐵軌，或有其他的一些
局限，但是新房戶型設計新穎有效，房屋比較智
能化，並且普遍內裝現代奢華，買房後直接擰包
入住，不需要任何房屋整修。新房二手房各有利
弊，需要職業的經紀人幫助你權衡比較。

12. 外國人買房可以貸款嗎?
隨著美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與上升

，很多中國客戶期望來美買房置業，投資移民。
根據廣大買房客戶的問題和諮詢，這裏介紹一
下外國人在加州買房之前如何申請貸款，及其
利弊分析。
1）在北加州灣區可以接受外國人買房貸款申請
的銀行有3--4家，匯豐銀www.us.hsbc.com,華美

銀 行 www.east-
westbank.com, 國
泰銀行 www.ca-
thaybank.com。匯
豐銀行必須要求
開設高級客戶賬
戶並存入 10萬美
金，存放時間 60
天以上才可以申
請貸款。中國或香
港 HSBC 賬戶的
10 萬以上存款也
可以參照計算。華
美和國泰銀行最
低開戶為2000美
金，沒有存放時間

要求。
2）作為美國知名國際的HSBC銀行，其貸款審批
速度較快/30--40天通過。一般來說，外國人的
首期頭款須高于40%，但必須審查您的個人與
公司年收入和銀行存款餘額。華美和國泰銀行
要求最低首期頭款為50%，不用查核個人收入
但要求設定月供貸款銀行自動轉帳，其審批速
度為40--50天。貸款期限為3，5，7，10年可供您
選擇。貸款最高上限是200萬美金。
3）2013年以來，美國與加州的房地產市場非常
火爆，房價正在上升，買家蜂擁而至。賣家和貸
款公司對買房人的貸款申請審查嚴格，外國買
家的貸款申請難度更大。因為外國人貸款的審
批期限較長，所以在選擇投資標的物時，就比較
不容拿到一個比較優惠的價錢，畢竟“CASH IS
KING 現金為王”，如果想投資美國房地產，還是
需要準備比較充足的”現金彈藥“會比較好。

需要知道，以上銀行的流程和要求有時會
有變動，準備貸款之前，請先諮詢銀行。一般來
講，需要申請貸款買房的要比一次性全現金付
款的所需材料更多，手續更複雜，一切順利的話
，成交時間大約在1～2個月。全現金購房最快7
天即可辦完所有手續，過戶成交。

13. 在美國買房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現金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準備好購房資金證明（國內銀行中英文版的存
款證明）
3)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
如果是現金購房，準備以上三項就可以了。
貸款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工作證明、工作收入（單位或街道開具證明，交
由公證公司翻譯）
3) 自付款部份的資金證明（中英文版的銀行存
款證明）
4) 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

14. 在美國養房每年需要支付哪些費用
？

房產稅
房產稅在美國各個州和地區都不同，加州

的房產稅普遍是1.25%左右。政府會對每個房子
做一個評估，然後根據評估價計算房產稅。

很多國內非專業的投資人對房產稅都有誤
解，其實按1%計算，就是你交100年房價才漲一
倍；實際上100年之後房價早已漲了至少10倍，
房產稅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計。

同時在中國雖然沒有房產稅的概念，可是
只有70年產權，把房子的土地成本分攤到70年
裏，你所花的錢比美國的房產稅可能還要高不
少。
房屋保險

在美國購買房產的同時，一般都會購買房
屋保險。一棟50萬美元的房子，房屋保險大約是
300-500美元/年。在加州由于地震災害比較多，
地震險是單獨加保的。在其它州可能也有一些
天然災害，例如龍捲風或是水災。如果要貸款，
銀行一定要你買保險才肯貸款給你。
物業費

如果買公寓或集合式住宅，通常會有物管
費（HOA fee），用于小區的公共開支如綠化、剪
草、衛生、游泳池、網球場、垃圾和水費。有些高
檔一點的獨立屋小區也有物管費。公寓的物業
費大約每年3000到5000美元，越是年代久遠的
公寓維護成本越高，物業費也越貴。
維護費

如殺白蚊、換屋頂（屋頂的壽命通常是
15-40年），剪草及其他維修費用。

15. 買房後，可以找人代管嗎？
如果是投資出租房產，出租給租客，一般可

以有兩種形式請人看理不打算自行使用的房屋
。一是業主可將房屋委托給專業的經紀人，經紀
人可以幫您選擇條件較好的租客，減少以後惡
房客的困擾。

收費一般是
全年租金的 8%；
二是交給專業的
租賃公司打理，如
果有法律糾紛，需
要請律師或專業
公司驅逐房客，管
理公司管理費一
般收費為租金的
5%-8%。

16. 我聽說有
人在美國買房
被騙，有這種
事情發生嗎？

一般而言，美

國房地產的買賣是被法律嚴格規
範的經紀人模式，尤其是有公證公
司監管資金和重要的文件，很難產
生騙局。經紀人在合同確認之後就
會提供一個close律師的監管賬戶（這個賬戶受
到州房產委員會監管，賬戶資金不能挪用，因此
是很安全的），購房者只要把款打入到監管賬戶
就行了。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讓經紀人提供監管賬戶
（escrow account）用來匯款（而不是直接匯到任
何個人賬戶）。

17. 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需繳資本利得
稅（所得稅）嗎？

擁有住房可以為居民家庭提供一種可靠保
障方式，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有一套相對完善
的住房政策。所得稅與產權持有成本、住房貸款
利率一起構成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的重要稅收政策。

在加州，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需要繳納
“資本利得稅”也就是所得稅，聯邦政府和州政
府約共收一個25%的所得稅。比如房子買時是
80萬美金，賣出是100萬美金，賣主賺了20萬，
這所得的20萬，要交25%（5萬美金）的稅。20萬
x25%=5萬美金。這個稅率需要“預扣”。在成交後
的20天內與預扣款項一並上交稅局。這項代征
稅務通常由履約保證中介公司（Escrow Compa-
ny）負責辦理。賣方如果沒有依法預扣這筆稅款
，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罰款。

美國人自己出售房產時，若符合一定條件，
會有一定的免稅額度，比如夫妻可以50萬美金
的免稅額，單身有25萬美金的免稅額度。

所以去美國投資房地產，除了替自己找一
個好的中介或管理公司外，還需要找個可靠的
會計師來替自己把關稅收的申報繳納，避免麻
煩。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滿腦子都裝著什麼問題滿腦子都裝著什麼問題
下

圖片來源：房產百科

圖片來源：Business Insider

I/房地產專日/171031A簡 下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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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去美國買房的購房者會有一個疑問，如果前期用自己
的名字買，後期想轉到子女名下怎麼辦？這就涉及到美國房產產
權轉移的問題了。

1.美國房產產權更名基本知識
美國房產產權更名，包括加上名字或拿掉名字，在辦理過程

中：
（1）需要之前房契上所有權人全部的簽字。
（2）法律規定，房子共有人擁有該不動產每一部分中自己

應得的某個百分比。
（3）若房子共有人，各占50%的權利，則其中一個人不可將

房子的一半賣掉，他只能轉移其對這不動產的50%的權利給他
人。

（4）轉移的權利是否有效，則需要看最初共同簽署的法律
文件內容，包括：轉移所有權的證明書，向地政局登記的表格和
其他稅務的問題

（5）如果沒有全部的所有人簽名，則此次轉移並非完全無
效，而是需要依情況而定。

2.美國不同房產類型的房產產權轉名

在美國貸款買房子時，雖然房子所有權人是購房者的名字，
但在房子貸款還沒有還清之前，房子的所有權仍然屬于銀行。但
房子所有人仍然可以轉移所有權。

（1）共有公寓（Condo）
購房者擁有的是大樓裏的一套房。
由于公寓大多有管理處，所以如果要加名或減名，都需要經

過大樓管理處的同意（大多數都會同意）。
（2）合作公寓（Coop）
購房者擁有的是大樓的股份。
正因為牽動的是一整棟樓，所以要轉名並不容易，在轉名過

程中通常要經過嚴格審核，包括：合法的身份、合格的信用報告、
工作型態、收入穩定度和家庭成員等。

3.美國房產產權中的有償轉讓和無償轉讓
第一種 有償轉讓：就是普通房屋買賣交易的過程
交易雙方聘請經紀人，在辦理過戶的時候簽字即可，基本上

由律師把關，所以不會有太多的糾紛和問題產生。
但轉讓價格過于便宜時，比如姑姑把一套價值100萬的房

產以10萬的價格低價出售給侄子，就會涉及以下問題：
（1）美國產權保險按房產價格計算理賠
轉讓後，房產需要重新買保險，如果是10萬的房產，出

險只能按照10萬計算理賠。
（2）美國房產相關稅費
a.交易稅
購買房屋的時候賣家要繳納交易稅，交易稅是根據房

屋交易價格計算的，所以房價低的時候，交易稅上可以省
很多。

b.資本增值稅
第二種 無償轉讓：就是贈予，如果想要辦理無償轉讓

，手續上要比有償轉讓容易很多。
需要去2次律師樓：
第1次：帶著自己的有效身份證件和社會保險號，讓律

師準備房契贈與法律文書
第2次：贈與人在房契贈與文件上簽字，然後贈與雙方

在交易稅單上簽字

完成贈與過程
優勢：
‧所產生的費用遠低于房屋交易的過戶費
‧沒有交易稅
劣勢：
‧房產沒有交易，無法購買產權保險，一旦產權出現問題，

只能賠償原屋主
‧資本增值稅從原屋主購買之日的價格計算
4.美國房產產權無償轉讓可能引發的法律糾紛
1）老年人轉讓房產
a.申請政府福利，在某些情況下，不是轉讓房產後就能馬上

申請。
b.如果有老年人一定要把房產贈予給子女，可以在房契裏

寫入一項條款,就是儘管老人把房產轉給子女了，但是老人擁有
這棟房產的終身居住權。

c.如果這套房產是老人唯一居住的房產，老人有沒有什麼
收入和存款，那麼可以申請medicaid。

2）為欠款臨時過戶
有些人因為有欠款而臨時將自己的房產過戶給他人，但是

無償轉讓是沒有辦法購買產權保險的，保險的賠償方還是原屋
主。所以一旦原屋主有欠款，這筆欠款除了跟著人走，也會跟著
房子走。被贈與方只要賣房子，還是要償還欠款，不然房產的產
權也是有問題的。

3）將個人房產轉讓到自己公司名下
現在有很多人選擇個人房產轉移到自己公司名下，事實上

就是自己轉給自己，但是需要注意這套房產的持有人必須和公
司持有人一致。如果是夫婦兩人持有的房產，那麼公司也必須是
夫婦兩人名下的，而且所占的的份額也是必須要一致的。如果改
變了就涉及到轉讓稅的問題，因為這種轉讓是不需要轉讓稅的。
(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1021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父母買房之後如何過戶給子女父母買房之後如何過戶給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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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地段是决定房產價值
最重要的因素。在考慮買房過程中，把
不同地方同類型的房屋進行比較，購
房者會發現不同地段的房產市場區別
有多大。

圖一這張圖中，藍色的圓點代表
一英畝土地的價格，紅色的圓圈表示
房屋價格的中值。藍點和紅圈越大，購
房的成本就越高。小圓圈和小圓點表
示購房的成本非常低。房屋價格數據
由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
reau)的2015年美國消費者調查提供，
而土地價格數據由經濟分析局(Bu-
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

據鳳凰財經報道，正如HowMuch.
net所指出的，這張圖傳遞了幾點重
要信息。

與美國其他地方相比，美國東北
地區的土地價格更高。其中部分原因
是東海岸有多個大城市，典型代表是
紐約，導致該地區人口極為稠密。此外
，該地區還有悠久的歷史。當年歐洲人
最先定居于新英格蘭，然後才遷往西
部。這意味著紐約和馬薩諸塞州擁有
美國最古老的現代建築。換句話說，東
部城市比中西部城市要老得多，因此
郊區沒有太多耕地可用于房屋開發。
還應提到一點，即在地理面積上，這些

州也是美國最小的幾個州。
實際上，土地價格高于房價中值

的三個州都位于東海岸，而且它們恰
好也是美國最小的幾個州(包括羅德
島、康涅狄格州和新澤西州)。

房價中值(紅圈)的情况與土地價
格不同，且更加複雜。目前，加州的房
價最高(44.91萬美元)。俄勒岡州和華
盛頓州的房價也差不多高(分別為
26.41萬美元和28.4萬美元)。東海岸的
房價也很高。在房價中值最高的10個
州中，有6個州位于東海岸。

不過，南部和中西部各州的住房
和土地價格都有明顯的下降。從東到
西，房價緩慢提高。這突顯了過去幾年
來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包括北達科
他州的石油勘探熱潮，以及丹佛等西
部城市由于年輕人的涌入而出現的增
長。到南方打工的流動工人在退休後
也傾向于搬到佛羅裏達州和亞利桑那
州，由此推高了這些地方的房價。

這些數據表明，房地產市場仍然
受供求規律支配。在土地數量多且用
處不大的地方，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找
到廉價土地，但是在人口稠密的小地
方，房價就要高得多。一如既往，房屋
所處地段和位置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取材僑報網)

想在美國買房必須要看懂這張圖必須要看懂這張圖圖

圖一，數據來源：howmuch

1.加利福尼亞州
土地價格: 39092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44.91萬美元

2.馬薩諸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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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澤西州
土地價格: 196410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32.26萬美元

4.馬裏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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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中值: 29.98萬美元

5.紐約州
土地價格: 41314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29.35萬美元

房價最高的5個州
1.西弗吉尼亞州
土地價格: 10537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11.21美元

2.密西西比州
土地價格: 5565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11.27美元

3.阿肯色州
土地價格: 6739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12.07萬美元

4.俄克拉何馬州
土地價格: 7364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12.68萬美元

5.肯塔基州
土地價格: 7209美元/英畝
房價中值: 13萬美元

房價最低的5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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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學歷=底薪？你錯了！生活在美
國，很多技能強者工資可是很高的哦！
在美國即使你沒有高學歷也沒關係，
很多技術導向性職位對本科學歷都沒
有要求，你依然可以覓得一份工資收
入很不錯的工作。根據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以下這些職業
都是平均薪水在$60,000以上，卻對學
歷要求很低的。在一味追求高學歷的
大趨勢下，也許下面這些職位和工資
會對你有所啟發。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通過控制主要的壓縮機向有需要的地
方輸送天然氣
平均年薪：$61,140
學歷要求：高中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網絡開發

設計，創建，修改網站
平均年薪：$62,50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技校畢業
預計職位空缺：50,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運行地鐵或者城市有軌電車來運輸乘
客。
平均年薪：$62,73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培訓

郵政系統管理員
在美國郵政系統計劃協調運營，行政
管理或人員協調和相關聯繫工作。
平均年薪：$63,0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5,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職培訓

電力安裝維修
員
安裝或者維修配
電系統中的cable
或者線路。
平均年薪：$63,250
學歷要求：高中或
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9,
9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
職培訓

遊戲經理
賭場遊戲策劃執

行 或 者 協 調
操作。
平 均 年 薪：
$65,220
學歷要求：高
中 或 同 等 學
歷
預計職位空缺：1,400（到2022）
在職培訓：無

磁共振成像技術員
保證病人在掃描時的舒適安全，同時
保證掃描圖片質量。
平均年薪：$64,3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註冊護士
照顧病人，教育公眾及病人各種健康
常識
平均年薪：$65,47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052,6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葬禮服務理事
計劃執行葬禮及相關服務
平均年薪：$66,72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農場經理
管理農場大小事宜，包括運營，醫療衛
生等
平均年薪：$69,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
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50,
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牙科保健員
清潔牙齒，牙齒疾病
檢查
平均年薪：$70,21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
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
5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偵查和刑事調查
員
對違法事件進行調
查取證破案
平均年薪：$74,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
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27,
7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
職培訓

電梯安裝維修人
員
安裝維修或者維護電動或液壓貨梯，
客梯等
平均年薪：$76,6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先需要做學徒

放射治療師
觀察病人對放射治療的反應並進行相
關記錄
平均年薪：$77,5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空中交通指揮員
監控和指揮飛機運行。該職位的工資
是所有無學歷要求的工作中工資最高
的。
平均年薪：$122,53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及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技能取勝！
盤點美國盤點美國1515個高薪低學歷職位個高薪低學歷職位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電力安裝維修員電力安裝維修員 賭場經理賭場經理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網絡開發網絡開發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71030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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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
至少使用350種不同的語言

(本文轉自美國之音)華盛頓—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說至少350種
語言在美國的家庭中被使用，比從
前的數據報告的39種上升了。

本周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
，盡管大多數的美國人在家裏只說
英語或如西班牙語、漢語、法語和越
南語等語言，但也有很多其他語言
被使用。

調查顯示，這些較少使用的語
言包括賓夕法尼亞德語、烏克蘭語、
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和阿姆哈拉
語。其他還有 150 種不同的原住民
語言，集中地被 35 萬多人使用，包
括尤皮克人、達科塔人、阿帕切人、
凱瑞斯人和切羅基人。

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埃裏克·
維科斯特姆在壹份聲明中說，收集
到的數據來自2009年到2013年間，
揭示了“美國語言的廣泛性和多樣
性”。

調查重點突出美國語言多樣性
最顯著的15大都市區。

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居民至少
使用 192 種語言，是這 15 個大都市
區中最多的。其次是洛杉磯，至少有
185種語言，其次是華盛頓特區，168
種語言；其次是西雅圖，166種；再次
是鳳凰城，163種。

這些大都市區中，年齡超過五
歲並且說某種非英語語言的人口比
例最高的是洛杉磯和邁阿密，分別
是54%和51%。

人口普查局發現，這些大都市
區裏壹些使用人群較少的語種是孟
加拉語、塞爾維亞語、泰盧固語、馬
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印度尼西亞
語、斯瓦希裏語、阿爾巴尼亞語、旁
遮普語、古代敘利亞語、皮馬語和烏
克蘭語。

閒在家裏時，可以做些什麼來賺點外快？
（本文來自網絡）為妳介紹 10 個賺外
快的方法，妳可以在孩子上學的時候
或者睡覺的時候甚至是孩子醒著需要
妳看護的時候進行，當然必須說明的
是這些收入都不是很高，而且不是每
個方法都適合妳，但是一年積累下來
也能讓妳賺個幾百上千美元，何樂而
不為呢？

1. 用妳的意見賺錢
參與在線調查是一個相對比較快

的賺外快的方法。例如，妳可以在
Harris Poll Online上面參與在線調查，
一般只需要 5-25 分鐘的時間就能完
成，完成後會被獎勵積分。參加調查的
人可以把這些積分積累起來，然後兌
換亞馬遜或者星巴克禮品卡。Harris
Poll Online還會舉辦從參加調查的調
查者中抽獎，被抽中的獲獎者將會獲
得現金獎勵。最高獎勵1萬美元。更多
有 獎 勵 的 在 線 調 查： SurveyClub、
Global Test Market和Swagbucks。上述
在線調查的註冊均免費。

2. 評估網站
第二個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外快

的 方 法 -20 分 鐘 10 美 元，就 是 與
UserTestingand簽約來評估網站。妳需
要一臺可以上網的電腦和一部耳機，
而且妳必須填寫一張一頁紙的人口資
料概況。如果妳的資料和被測試網站
的目標人群匹配，妳就能得到這份工
作。接下來妳需要把 UserTesting的屏
幕錄像機下載到妳的電腦上，然後用
它來記錄妳在瀏覽該網站時對其的口
頭評論。網站主人通常都在尋找對網
站的缺陷的反饋。

3. 擔任在線陪審員
一些律師在庭審之前會聽取大量

的在線模擬陪審員對即將開庭的案子
的看法和反饋。但是，這些模擬陪審員
只能存在於案子即將被審理的縣或聯
邦特區。妳可以在線註冊幾個網站試
試，看有沒有案子即將在妳所在的地
區審理。EJury.com美國案子支付5-10
美元，通過PayPal支付。如果妳是律師
、律師助理或者與律師相關，都不能參
與。據EJury所說，如果妳豬哥一個大
城市，妳可能比住在農村地區更容易
被選上，因為在大城市會有相對較多
的案子被審理。一個案子大概需要35
分鐘的時間。OnlineVerdict.com 上的
案子一般需要20分鐘到一個小時，報
酬在20-60美元不等，通過支票支付。

4. 擔任虛擬私人助理
如果妳的電腦可以上網，而且妳

很擅長在線搜索和與人交流，那妳可
以成為Fancy Hands的虛擬私人助理。

Fancy Hands 雇傭的虛擬私人助理可
以自己抽時間，來幫助Fancy Hands的
用戶來處理一些瑣碎事務，例如給服
務供應商打電話，安排約會，尋找最優
價格的產品和服務等。妳每完成一個
任務就能得到一筆報酬，金額從2.5美
元到7美元不等。

5.輔導學生
如果妳有學術專長，又能在一周

抽出幾小時的時間，那妳可以把妳的
知識分享給正在苦苦掙紮想要提高學
習成績的學生們。妳可以從妳孩子的
學校找這樣的學生，也可以在類似
Craigslist.org上找找看，或者與在線輔
導公司簽約，例如 Tutor.com。但是
Tutor.com 要求妳每周至少要有 5 個
小時的輔導時間，並且在某一科目具
有大學以上學歷，輔導都是通過電腦
虛擬在線輔導，而不是面對面輔導。
Tutor.com 的時薪取決於妳所輔導的
科目。

6. 成為一個媽媽/爸爸博客
如果妳不知道怎麼打發帶孩子的

空閑時間，妳可以考慮寫博客。盡管妳
是個全職媽媽或全職爸爸，但這並不
代表妳的博文都必須要和育兒有關，
更何況已經有很多博客都在寫這方面
的內容，那妳可以考慮其他任何妳感
興趣的主題。一般越是原創的、具有娛
樂性且信息量大的博文，越能吸引更
多粉絲，這樣妳就越能賺到更多錢。妳
可 以 通 過 WordPress.org、GoDaddy.
com創建博客。為了掙錢，妳可以使用
Google AdSenseservice 在妳的博客上
放廣告。妳的報酬根據廣告的不同而
會有所不同，一般取決於會有多少人
看廣告。

另外，還有網絡聯署營銷，如果有
人在妳的博客上點擊了某一廣告並購
買了產品，妳一般可以賺取 10%左右
的傭金。亞馬遜有一個名為The Ama-
zon Associates affiliate program 的項目
可以讓妳在妳的博客上刊登產品廣告
，或者妳也可以試試 CJ Affiliate 或者
ShareASale，他們都與上千家公司合作
。

不過能賺多少還取決於妳投入多
少心血在妳的博客上以及有多少人訪
問妳的博客。

7. 擔任自由撰稿人
或許妳不想成為一個博客，但是

又想寫點東西或者表達自己的創意和
靈感。那妳太幸運了，因為有大量的媒
體、公司和非營利性網站都在尋找自
由寫手來為他們編輯文章。有些按字
數支付，有些按時間支付，有些則按項

目支付報酬。
例如，如果妳通過

Textbroker.com 免費註
冊，然後提交一份寫作
樣本，他們會根據妳的
寫作質量給妳一個等級
。然後妳可以根據妳的
質量等級選擇妳想寫的
項目，然後賺取 0.7-5
美分每字或者更多的報
酬 。 FreelanceWriting.
com會提供一個各大熱
門網站收集很多自由撰
稿的工作機會。很多新
上榜的工作機會的時薪
一般在25美元或更多。
妳 還 可 以 加 入 Medi-
abistro's freelance mar-
ketplace，然後把妳的信
息發布上去然後等待媒
體經理發現妳這個自由
撰稿人。

8. 用照片賺錢
如果妳懂得攝影技巧，那

妳可以把妳的攝影照片賣給圖
片庫存網站例如 Shutterstock.
com。一旦妳的照片被采納，它
們 可 能 會 被 Shutterstock.com
的訂閱者下載，每下載一次妳
就能獲得25美分-120美元的。

其他有償收集照片的網站
：includeiStock、 Dreamstime 和
Sqeeqee。

9. 賣焙烤食物
上班族父母估計沒有太多

時間來制作生日蛋糕或者用於
學校聚會的紙杯蛋糕。而這正
是妳的優勢，如果妳正好可以
做的一手可口的焙烤食物。

小編有一個朋友，她是一
個單親媽媽，她通過制作紙杯
蛋糕來打發和自己正在接受化
療的父親住在一起的時光。她
把 自 己 制 作 的 蛋 糕 發 布 在
Facebook 上面，然後很快就收
到盆友們的訂單。現在她通過
制作紙杯蛋糕每月可以賺 200
美元，而這些生意都來自於口
碑以及它發布在Facebook上的
圖片。

10. 帶自己孩子的同時幫
別人帶孩子

妳的朋友一定會很興奮，如果像
妳這樣有經驗的媽媽可以在他們上班
的時候幫他們帶孩子。幫妳的朋友帶
一、兩個孩子對妳來說應該是可以做

到的。而且，妳孩子的新玩伴兒可以騰
出幾個小時讓妳的孩子不那麼一直粘
著妳。幫人帶孩子的報酬也是因地域、
孩子的年齡和數量而定，不過在小城

市保姆通常可以賺得 10 美元或更多
的時薪，在大城市報酬可能會翻倍。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71030D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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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十大唐人街都在哪兒美國十大唐人街都在哪兒？？
100多年前，華人開始遠渡重洋，抵

達北美大陸開創新生活，在落地生根
之後，在北美大陸的一些城市中也出
現了唐人街。雖然當今的華人已經在
美國加拿大各個城市的不同地方定居
，唐人街早已不是華人居住的唯一地
點，但因為其記載著早期華人移民的
歷史，一直還是海外遊客的遊覽地，也
是在北美，能看到中國字，聽到鄉音的
去處。

在全球各地，許多大城市，從倫
敦、溫哥華、墨爾本到馬尼拉，都有唐
人街。美國則有很多唐人街。這些地區
與其他移民文化分享他們的文化，從
視覺、聽覺和飲食選擇上，體現出異域
風情，讓遊客感受到一種獨特的體驗。
在美國，中國城是留學生心中不可或
缺的一站，因為只有在中國城才能解
得了那一份鄉愁和思念。在美國不同
的城市或大或小有著不同的唐人街，
今天為大家帶來去美國不能不去的十
大唐人街：
1. San Francisco（舊金山，舊金山）

從 1850 年代開始，作為華人到

美國落腳的第一個集中區的是舊金山
唐人街。舊金山唐人街是亞洲之外最
大的華人社區，它位於金融區附近，擁
有狹窄古老而倍具風情的街道。

到唐人街遊覽自然不要錯過享
受美食，因這裡實在是個美食家的樂
園，不論粵菜、川菜、江浙菜、京菜、台
菜或中西糕餅，在這裡都可吃得到。金
門蛋撻，湖南家鄉菜更是不可錯過的
美味。
2. New York City 紐約

從第五大街開始，紐約唐人街會
帶你進入一個真正的中國城。在那裡
可以遠眺帝國大廈，擁擠街道上，幾乎
望眼所及都是中文招牌、廣告，走在唐
人街街頭，耳邊聽到的對話也幾乎都
是中文，販賣著新鮮魚類、蔬菜的傳統
市場攤販，是當地唐人街的最大特色。

各色美食令人眼花繚亂，如果有
時間朝皇后區的日落公園走去，你還
會發現法拉盛這個紐約最大的華人聚
居區。
3. Chicago 芝加哥

從市中心出發20分鐘就能到達

芝加哥唐人街，
一個世紀以來
這 裡 聚 集 了 7
萬多華人，他們
的祖先是 1905
年隨著鐵路建
築工程來到芝
加哥的。

大街入口
處建有一座中
國式大牌樓，雕
樑畫棟，正面刻
有孫中山手書
的“天下為公”，
背面刻有“禮義
廉恥”，成為芝
加哥唐人街的
標誌。

當地的老
四川飯店以招牌辣子雞吸引著無數的
回頭客。
4. Seattle 西雅圖

這裡的唐人街聚集著來自中國、
菲律賓、越南及日本的各色亞裔。華裔

勞工在1860年左右在西雅圖定居。慶
喜公園（Hing Hay Park）是當地一個重
要的社區活動場所，同樣重要的還有
陸榮昌亞洲博物館（The Wing Luke
Asian Museum）。

晚餐的時候，麥克
麵館等餐館必然是座無
虛席
5. Philadelphia 費城

在費城定居的廣
東移民最早可以追溯至
18 世紀，但唐人街的真
正建立則是在上世紀60
年代才開始。

費城唐人街是一
個規模雖小卻充滿活力
的社區，在這裡你不但可
以嘗到原汁原味的北京
烤鴨，同時各色東南亞風
味的餐館也能讓你流連
忘返。
6. Honolulu 檀香山

建立於 1860 年代
的檀香山唐人街有將近
15 個街區，除了中國移
民外，還有韓國人、日本
人、菲律賓人，在這裡組
成了一個龐大的亞裔社
區。

白天，遊客們享受
著陽光，品嘗著各式熱帶
水果，入夜則是酒吧天堂
。喜愛美食的遊客一定不
能錯過美味的生蠔和扇

貝，也不能錯過皇家飯店的叉燒包。
7. Boston 波士頓

位於波士頓的市中心的唐人街
雖然規模不大，但有著130年的悠久歷
史。唐人街的入口矗立著龐大的中國
石獅，當地的餐館有著各式不同的風
味。
8. Los Angeles洛杉磯

雖然大部分的華人聚集地已經
分散到洛杉磯郊區，但市中心的唐人
街依然充滿魅力。沿著66號公路，很快
你就能看到掛著燈籠，充斥著平價時
裝的唐人街。

當然和其它的唐人街一樣，無論
是傳統的揚州炒飯，下午茶還是海鮮,
都散發著誘人的香味。鳳凰餅店的草
莓蛋糕更是不容錯過。
9. Houston 休斯頓

雖然沒有傳統的中國建築和歷
史遺跡，但休斯頓的唐人街依然是地
道的亞洲城。在市區的西南部大約 6
英里的範圍內，香港商城聚集著各色
店鋪和美食，海鮮皇宮更是廣受歡迎。
從包子到火鍋，這裡一樣不缺。
10. Washington, D.C.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的唐人街始建於1930年
，但大部分的華人已經搬到了郊區。如
今的唐人街僅是一個不大的商場，與
先前的那些唐人街比較，這裡的規模
顯然是最小的，然而絲毫沒有影響它
的吸引力。

唐人街入口中文招牌的星巴克
格外引人注目，托尼的海鮮樓和蒙古
燒烤吸引著眾多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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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美國新到美國你還適應嗎你還適應嗎？？
對於很多新到美國的人來說，剛到美國，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新

鮮，但也常常覺得難以適應。
一、過人行道要先按路邊的按鈕，待綠色指示燈閃現後，要

迅速通過。
二、美國人看到陌生人也會打招呼或微笑示意。看到之後，

要禮貌地回應，不要躲閃對方的目光或裝做沒看見，那樣會被視
為不禮貌或沒教養。和親近的人可以禮節性地擁抱。

三、在飯店吃飯要給小費，一般給消費數額的10%--15%，
快餐廳不給小費。另外，理髮、在賓館讓服務生幫忙等對服務行
業的都要給小費，這可能會增加美國留學生活費用，但無法避免
。

四、在美國一般都是刷卡消費或者用旅行支票，要帶ID卡。
五、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墊紙和衛生紙。
六、電壓和插頭和中國不一樣，充電帶轉換器。
七、每天早晚要洗澡，經常更換衣服。
八、在商場購貨要填寫有關地址登記和E-MAIL，因為他們

會給你寄打折卡。經常去的超市，可辦優惠卡。
九、各種東西買的時候都收稅，但每個州都有那麼幾天不

收稅。在不收稅的那幾天買東西，就便宜多了，可以幫助減輕美
國留學生活壓力。

十、洗衣服要直接烘乾，不要在外或陽臺上涼衣服。

十一、牙醫巨貴，而且
還得提前預約，排很長時間
。來美之前把牙該檢查檢查
，做做窩溝封閉，避免蛀牙。

十三、所有餐廳飲料
都無限續杯，快餐店交錢拿
杯子，飲料自己隨便打。

十四、30 歲以下的美
國留學生女生請穿比基尼
去各種游泳場所，但拒絕連
體。

十五、加油站自己加
油，自己付帳，加油站都有
擦玻璃的一套東西，包括紙
什麼的，加油的時候可以順
便把玻璃擦了。

十六、不要接受生人給的藥或者糖，也不要給生人，因為可
能是毒品，你承擔不了責任，也沒人承擔你的責任。

十七、擊掌要使勁、響亮，握手也是要用力。
十八、到美國探親，推薦買一個AT&T的手機，7點以後電

話免費，美國的手機卡和手機一起買。

十九、美國人特別歡迎的禮物是中國的十二生肖掛件和各
種動物工藝品。

二十、請一定要帶足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和其他一些常
用藥。到美國藥店買要一般都要醫生處方。到醫院看個小病，很
不方便還很貴!

美國空姐告訴妳坐飛機美國空姐告訴妳坐飛機
只喝瓶裝水的真實原因只喝瓶裝水的真實原因

根據"紐約郵
報"引述美國空服
員協會（AFA）指
出，美客機航班
上飲用水受到環
境保護署（EPA）
規範，但規定從
寬，機上飲水用
的水管多久清洗
一次，或許沒有

人會按時按點去檢查的。
伴隨著航空公司越來越多，競爭壓力增加，各個國

家的航空公司都開始拼服務、拼餐飲，也遇到一些旅
客非常喜歡機上餐飲，比如飯盒要兩份。但是根據美
國航空公司知情人士認為，尤其是經常天上飛的空服
員對機上飲料更是退避三分，尤其是熱水、咖啡或茶。

由於管理方面的疏忽，機上需要用到飲用水，包括
開水、冰或熱開水、熱茶及咖啡等，受到不少質疑，美
媒甚至報導許多機上咖啡壺從未清洗過。英國"獨立報
"（Independent）報導，航空公司多久清洗機上的飲水用
管線。

美網路媒體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私下採訪空
姐說，"空姐絕不會在飛機上喝熱開水！"鑒於此，一些
經常旅行的空中達人也建議旅客機上若要飲水，最好
選擇有瓶蓋的礦泉水，或者自己攜帶的水。

CNN"秘境探索"（Parts Unknown）主持人波登（An-
thony Bourdain）常在媒體上說，寧餓，也不吃機上餐飲
。波登告訴美國美食雜誌"BonAppetit"，"沒有人吃過機
上餐飲後，感覺是好的"。他認為旅客吃它，是因為航程
途中實在太無聊。這是作為名廚出身的他，對於飛機

餐的定義。
"我從不吃機上餐飲，喜歡空著肚子抵達目的地。"若

真受不了飢餓，波登說，頂多點起司蛋糕及紅酒解饞。
或許，我們有很多的其他未知的原因，但是，既然有的
選擇的時候，盡可能的選擇合適的方式來保證自己旅
途的幸福感，畢竟菜品，飲水對我們來說，還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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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買車
美國地廣人稀，沒有私家車可以說是寸步

難行，因此很多留學生來到美國以後，如果經濟
上允許一般都會買一輛二手車代步。以下留學
360專家給大家介紹一下留學生在美國買車的
省錢訣竅。

在美國買車的渠道很多，而且買車時也有
很多講究，在美國買車一般有兩個途徑：在車行
買車或者是直接通過車主買，在車行買車的優
勢是比較省事，因為車行會為你打理好一切手
續，但是費用比直接通過車主買要貴。留學生買
車時一定要注意看好了才買，切忌太著急，不然
會被忽悠。

在美國，想買一輛二手車非常容易找到賣
家，除了校園裡的張貼欄上時不時可以看見賣
二手車的廣告，在很多餐館和超市入口供免費
領取的分類廣告上也刊登著許多二手汽車出售

的廣告。車的種類齊全，價錢從數百美元的舊車
到幾萬美元的高檔車不等，應有盡有。在路邊的
停車場也常能看見掛著“For Sale”牌子的車子。
如果找到了合適的車，就可以根據賣家提供的
聯繫電話和賣家聯繫。

因為大多數留學生買車是用作代步工具，
所以選車主要是考慮經濟實惠。建議將第一輛
車的價位定在$2000-$4000美元之內。這些價位
的車子大都生產於20世紀九十年代，性能比較
穩定，外觀上也不難看。和賣家聯繫，應該約個
時間親自去看車。買車前一定要向車主瞭解車
況、耗油量和車子是否出過車禍。每輛車的車禍
記錄都能在網上查到。如果對車子比較滿意，還
應該在付款前和車主開車到自己指定的修車場
對車子進行一次專業的檢查，聽取維修技師的
建議，包括價錢方面的估定。有些二手車剛買下

來沒幾天就壞了，有可能修車
花的錢比買車花的錢還多。隨
著美國油價的不斷攀升，一輛
耗油的車，對於經濟來源有限
的留學生也是個不小的負擔。

要付錢買車時須注意，
由於留學生沒工作，而買車需
要一次性現金付款，所以應該
多向賣主壓點價。一般賣主標
的價都比他自己預期底線要
多幾百美元。但是千萬別自己手上多出3000元
就買輛3000元的車。因為在你開車上路前，除了
付清買車錢，還要交車稅和保險。在美國，沒有
保險開車上路和沒有駕照開車上路一樣糟糕，
所以在你開車上路前一定要有駕照和保險。

一般留學生買的第一輛車都是二手車，在

買車前多問問其他前輩的意見，多在網站上瞭
解一些信息，也留意一下學校所在州關於汽車
方面的法律，避免在之後的留學生活中出現較
多的麻煩。

在美國買車需避免的錯誤
話太多 有三句話千萬不要說："我現在需要這輛車"（需求會拉動
價格）；"我特喜歡這輛車"（情感若控制了買賣過程，只能讓你更
脆弱）；還有一句就是"這就是我每月最多能付的數額。"（一旦經
銷商知道你每月想付多少錢後，他們就會想出利用擔保金，融資
等等辦法來彌補差價。要談的是車的絕對價格，而不是月付款。）

事前不作功課 事前不做研究，直接走到經銷店裡去全聽銷
售的介紹不是個好主意，這很可能讓你變得衝動，買了自己不需
要，買不起，或是根本不想要的車。先查詢信息，瞭解掌握你想買
的車的價格能夠幫助你知道怎麼討價還價。有些媒體可能會給
有價值的參考：Kelley Blue Book, NADA Guides, Cars.com, Au-

toTrader.com,還有Edmunds.
對於自己的真正需求有不現實的認識 在踏進

展廳之前，最好花功夫仔細思考自己的駕駛方式。不
要想當然的認為自己需要一輛嶄新的車，要想好自
己一周，甚至一月的駕駛行程，弄清楚自己每天駕駛
的時間，地點和長度。然後根據自己的這些需求買輛
合適的車。

因為付不起首付就租車 租車，特別是租豪華車
，是不需要首付的，而且月付款一般也比買車便宜。
但是這不一定合適你。你要確定是否要每兩到三年

用輛新車，不用首付，但是你沒有
所有權，而且這也不屬於你的居民
財產。

以為一定要用經銷商的籌款
方式 經銷商經常會定下月付款的
數額，假設他們將會彌補融資方式
的差異。相反，最好在你自己的銀
行或是其他信貸機構安排自己的
融資方式，而且要選擇短期的汽車
貸款方式。長期的合同會讓消費者
買自己其實不能支付的車，而且到
貸款付清的時候，這輛車恐怕已經
完全貶值了。

想當然認為混合車要更綠
色 油電混合動力車比同型號的汽
油動力車更節省能源，但是並不能提供巨大的
收益：售價為$28,180 的 Mercury Milan 油電混
合車（41 city/36 hwy）比起價格為$21,860 的
Milan I-4（23-city, 34-hwy）在公路上只多出
了2 mpg。

只看一家經銷商 要多走走，做到貨比三家。你掌握的信息
越多，知道各個經銷商提供的優惠政策，真正購買起來就越心中
有數，有助於講價。如果你住在小地方，只有一個展廳，不妨打電
話詢問附近大都市地區的經銷商的情況（通常大都市地區的價
格會比鄉村地區低），然後你可以試著問問當地經銷商能不能也
提供相同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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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
互动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此次访问的时机十分重要。中
共十九大刚刚圆满闭幕，特朗普成为
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特
朗普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称赞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
就。习主席则应询向特朗普介绍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十九大重要
成果。

此次访问的安排颇具匠心。中方
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特朗普。
这个“+”代表了除国事访问“规定动
作”外的特别安排。两国元首夫妇在
故宫宝蕴楼茶叙，共同参观故宫前三
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文
物展，欣赏京剧表演。特朗普感谢中
方周到安排，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赞

叹，甚至将社交媒体账号的主页图片
都换成了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京剧
表演后同演员们的合影。“国事访问+”
为元首会晤营造亲切友好氛围，更展
示中国文化自信，为美方更深入了解
中国提供契机。

元首外交为中美机制化交流奠
定基础。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
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
络安全对话 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是
今年4月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时作
出的战略决定。此次会晤期间，两国

元首又听取了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双
方牵头人的汇报，并就深化中美各领
域交流合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两国元首在会面中凝聚共识，指
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
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合作
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
通向更好未来。

元首外交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开
展。两国元首的积极互动，政府间关
系的顺利推进，互利开放政策的不断
落实，增强了两国企业界合作的信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能源、制
造业、农业、航空、电气、汽车等领域商
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的签署。特朗
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商业合
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总金额超过2500亿
美元，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
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的纪录。两国元
首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
经贸合作，并将促进其他各领域的交
流合作。

中美元首还就重大国际、地区和
全球性问题进行沟通，共同推动有关

问题的妥善处理和解决、促进世界和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成为两国共同努
力方向。在朝核问题上，双方重申半
岛无核化目标，同时强调通过对话谈
判方式来解决问题。

两国元首再次表达了要保持密切
沟通的意愿。迄今，习主席与特朗普
已实现三次会晤，多次通话。顺畅的
高层交流增进了两国互信，有助于防
止出现误判，促进深入合作。在元首
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新蓝图徐
徐展开。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
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中美凝聚共识 促进世界繁荣
■ 苏晓晖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11月9日，在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
民报》发表题为《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国家主席陈大光邀请，我即将对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在2015年年底访问越
南后，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

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毗邻而居，自
古便有互通互鉴之情。

近代以来，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两国人民
并肩战斗、彼此支援，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情谊。胡志
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的时间前后长达 12年，同毛泽东主席、周
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情同手足。越南著名将领洪水积极投身中
国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中国授衔的唯一一位外籍
军官，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中国人民也为越南民族解
放斗争提供无私帮助，毛泽东主席曾表示“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
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赴
越南军事顾问团首任炮兵顾问窦金波，在接到帮助越南同志的任
务后，将刚降生的女儿起名为“越华”。忆峥嵘岁月，两党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和珍惜。

进入新时期，在推进改革和革新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两国人民相互借鉴、携手并进。我们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出各自的发展奇迹，也推动两国关系得到
长足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日益牢固，高层往来更加频密。我这次
访问是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两年后再度实现年内互访。两国

务实合作深入拓展。中国连续 13 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越南成为东盟国家中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双边贸易额
近100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兴业。天虹集团
在越南经营十几年，在广宁省兴建的工厂为当地创造了 7000多个
就业岗位，也是省内纳税大户。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主的投资商在
前江省创建的龙江工业园，已有30多家企业入驻。两国人文交流
更加密切。中国是越南第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岘港、芽庄等旅
游城市随处可见中国游客。每周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客运航班有300
多趟。中国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经典名著在越南备受推
崇，当代影视作品也深受越南民众喜爱。越南歌手杜氏清花还在
中国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 节目中获得月度冠军。更难能可贵
的是，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陆地和北部湾划界问题，妥善处
理并管控分歧，为两国共同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创造了有利条
件。这些都是对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精神内核和丰富内涵
的最好诠释。

当前，两国都走在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上，朝着各自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上个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
次大会制定了中国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总体方针和行动纲领。大会
绘制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到2020年，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带领中国人民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越南也正按照越共十二大确
定的方针，全面推进革新事业，朝着早日建成民富国强、民主、公平、
文明的现代化工业国目标迈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携手合
作，共同追寻强国富民梦。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风云变幻，中越两党两国面临许多相同
或相似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俗语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南
有句俗语，“莫见浪头高，放下手中桨”。作为前途相关、命运与共的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我们要维护和发展好两国关系，为
各自维护稳定、深化改革、改善民生提供助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
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开放发展。我愿就此分享几点想法。

——把稳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我们要保持高层经常

接触，及时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中越
关系掌好舵。积极开展执政兴国经验交流，加强党际交往，共同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

——深化合作，构建利益融合新格局。我们要继续把两国发
展战略紧密对接起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建
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产能、跨境经济合作区、农业等
重点领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扩大交流，筑就民心相亲新基础。我们要把传统友谊发
扬光大，促进人文交流，密切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等
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和越南故事，让中越友好扎根人民心间、代
代薪火相传。

——加强协调，打造多边合作新亮点。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和
时代潮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共同引领开放包容的区域合
作，维护地区开放发展势头。

——着眼大局，续写敦亲睦邻新篇章。我们要从各自改革发
展稳定和中越友好大局出发，管控矛盾分歧，坚持友好协商，寻
求双方均能接受的海上问题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我们要全面有
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这次访问还有一个重要日程，就是出席在岘港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支持越方办好这次
会议，愿同越方和其他成员一道，在“打造全新动力，开创共享
未来”的主题下，就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亚太自由贸易
区、加强地区互联互通、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创新、促进包容性发
展、规划 2020 年后合作愿景等方面开展务实讨论，取得积极成
果，为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胡志明主席称越南同中国的关系“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
根和茎，如兄和弟”。中国有句古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
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越南领导人以及各界朋友深入交流，共挖
合作潜力，厚植友好情谊，深化两国特殊友好，携手开创中越关
系新局面。

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开 创 中 越 友 好 新 局 面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

新华社越南岘港 11 月 8 日电 （记 者颜
昊、陈健） 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
商领导人峰会 8 日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开幕。
今年的会议将围绕全球化新趋势、区域经济
一体化、中小企业竞争力等议题展开对话和
讨论。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峰会开幕式上表
示，亚太地区工商界在新技术、能源、商务合
作、新一代贸易与投资方式等方面都扮演着先
锋者的角色，为满足本地区民众物质和文化需
求带来更为丰富的资源。

陈大光呼吁，亚太地区工商界领袖为尽早
实现“茂物目标”发挥引领作用。他同时希望
工商界领袖为实现本地区包容性增长作出更大

贡献，通过设定APEC“后2020”愿景来建设和
平、活力和繁荣的亚太。

“茂物目标”于 1994 年印度尼西亚茂物
APEC 会议提出，是指发达经济体在 2010 年
前、发展中经济体在 2020 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
的自由化。

据了解，超过 2000 名亚太地区企业领袖出
席为期3天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其中中国
企业代表超过300人。

2017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 6 日在岘港拉
开帷幕。今年会议的主题为“打造全新动力，
开创共享未来”。APEC 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及
工商界代表就亚太自贸区、可持续及包容性增
长、粮食安全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越南岘港开幕
100 年前，巨型管风琴诞生

在美国波士顿，轰动一时，成为
北美四大名琴之一。

10年前，它在爱国华侨胡友
义的安排下，从美国辗转来到中
国厦门，在“音乐之岛”鼓浪屿上
开始了重生之路。

今天，卡萨翁——这台目前中
国大陆最大的管风琴在它百岁之
时，终在东西方能工巧匠的手中焕
发了青春，再次奏出了天籁之音。

图为日前鼓浪屿风琴博物馆馆
长方思特用管风琴卡萨翁进行演奏。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巨型管风琴鼓浪屿重奏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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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藝復興節下周末近尾聲 把握時間同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一年一度

「德州文藝復興節」 (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今年提前於9月30日至11月26日
在距離休士頓西北邊55英里的Grimes縣小
鎮Todd Mission盛大登場。每年都吸引超
過50萬遊客光顧，該節慶將在下周末落幕
，還沒體驗的民眾，把握時間，錯過就要在
等一年囉。

這次休士頓受到颶風哈維侵襲，為幫助
災民重建並積極做公益，主辦單位表示，今
年活動收益將全數捐出，將提供Lone Sur-
vivor Foundation(LSF)、 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 及 Society of Samaritans(SOS)
三大機構協助賑災。

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士頓當日受歡迎
的傳統慶典，每年秋季這個時候盛大舉辦，
平均可吸引超過50萬遊覽人次，今年已邁

入第43屆。自前年
開始，不只有白天
中世紀歐洲主題表
演， 「午夜過後」
(After Dark)盛宴，
更提供具有中古特色的表演、飲食和服裝秀
，該宴會需額外收費。

今年慶典共有九個周末，每周都有不同
主題慶典，遊客可感受不同歐式中世紀風情
，最後兩個周末將是 「蘇格蘭高地舞」 、
「英雄與反派」 (Heroes and Villains)、 「蘇
格蘭高地舞」 (Highland Fling)、與 「聖誕頌
歌」 (Celtic Christmas)主題，喜歡中古世界
風情及變裝的民眾，可一同隨著主題裝扮。
票價詳情請至http://www.texrenfest.com/
查詢。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中華總商會2017年會9日晚
在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與僑
務組組長房振群受邀出席，該會會
長孫鐵漢及榮譽主席、共同主席和
會員也都熱情參與，透過這個商業
平台，增加交流互動的機會。

會長孫鐵漢致詞歡迎僑界人士
蒞臨參與，他一一介紹與會來賓。
他表示，休士頓中華總商會又稱德
州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個有100多
年歷史的組織， 當年由海外華僑為
支持幸亥革命而建立，目前在新加
坡、香港、泰國、印尼和紐約等各
地都極有聲望，成立於1986年，在
德州地區各個商業裡，久久享有非
常好的聲譽。

孫鐵漢介紹，中華總商會宗旨
是加強華商之間的聯繫，促進華裔
間的團結互助和團隊精神，為華商
服務，建力強大和諧共贏的平台，
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他希望大家
好好利用這個平台，這裡有從事各

行各業的朋友，大家應多多互相認
識交流，如需進一步信息，可與商
會聯繫。

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詞表示，中
華總商會是個歷史悠久的品牌，她
曾在新加坡工作八年，那裡的中華
總商會享有盛名，不只是在社會發
揮重要作用，甚至是工商業界和政
府的橋樑。很多商貿團都不亞於政
府組織的商貿團，有時政府還需要
借助該會的品牌參與，所以她祝福
中華總商會繼續把這個品牌發揚光
大，做響做大。針對現場僑領關心
國內政治脈動，她也彙整十九大召
開情形與川普總統訪華情況，一併
做報告。

美南新聞董事長、該會榮譽主
席李蔚華則回憶，30年前的局勢跟
今天大不相同，當年到美國留學時
，都靠一雙手在餐館裡打工，今天
中國的強大和海外華人的力量充分
證明，中國的成就是因為我們的勤
奮。李蔚華說，12年前成立國際貿
易中心，這麼多年來對美國近1萬

家中小企業做了服務，但不以此為
傲，在孫會長的帶領下，中華總商
會增加國民外交，哈維災難參與賑
災，每年春節園遊會也是重點項目
，李蔚華勉勵在海外的華人腰桿要
挺得更直，為美國社會做更多貢獻
。

李蔚華也說，希望繼續在中華
民族的大前提之下，海外華人團結
一致；在各種經濟層面，透過中華
總商會平台做更多事。他也預告，
在來自廈門陳建輝董事長的努力之
下，馬上要推動中美之間醫學的交
流，透過總商會這個組織共同努力
，為大家提供更多服務。

其他包括聯邦眾議員Pete Ol-
son亞裔助理張晶晶也期許把中華
總商會發展得更好、更強大。榮譽
主席陳灼剛、共同主席王麗媛、李
秀嵐、鄧潤京、陳文、王曉霞等人
皆出席。
會上，會員相互間互動和同樂，準
備美食美酒提供享用，大家增加交
流聯繫，尋找商業合作機會。

休士頓中華總商會休士頓中華總商會20172017年會年會
創造互助共贏商業平台創造互助共贏商業平台

現場開會情形現場開會情形。。((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全體與會人員合影全體與會人員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德州文藝復興節讓遊客彷彿穿越時光德州文藝復興節讓遊客彷彿穿越時光，，回到中世紀回到中世紀。。((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根據不同主題有不同扮相根據不同主題有不同扮相。。((記者黃相記者黃相
慈／攝影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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