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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是你人生中激動人心、充滿冒險的
事情。雖然令人興奮，但買房是一個重要的過
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能會產生
一些嚴重的後果。別擔心，我們會給你一些建
議的，這裏有四個買房時要避免的陷阱。

1、沒有專業的幫助
你可能是技術通，知道找房子的途徑，但

有一個房地產經紀人會讓你得到更多的幫助
。由于現在很多關于房子的信息都在網上，許
多人認為他們可以在沒有房地產經紀人幫助
的情况下買到好房子。但這種策略往往適得
其反，因為房地產經紀人不僅能幫你找到房
子，還幫你讓賣家接受你的出價。你的代理人
不僅知道生意的“進”和“出”，而且會有一個
強大的網絡，這將是你所在地區市場的一個
可靠和龐大的知識來源。最後，它可能看起來
很小，但有一個代理人通常不花你一分錢，因
為賣方支付買方的房地產傭金。那麼，為什麼
不在房地產經紀人空閑的時候聘請他們呢？

2、不要超支
僅僅因為你有資格獲得50萬美元的抵押

貸款，那並不意味著你應該去買一套價值50
萬美元的房子。不管你是一對夫妻，還是自己

一個人，還是第一次找房子，很多人都忘記了
增加的成本和可能影響你預算的不可預測情
况。如果你以前從來沒有買過房子，你現在會
有額外的費用，包括公寓費、物業稅和維護費
。此外，人們傾向于看到他們預算的最頂端，
以支付他們所能負擔的最昂貴的房子。在這
種情况下，人們不會想到的是生活總會發生
變化，你可能不得不換工作，或者你的收入會
因為某種原因下降。

3、過于依賴一個屬性
你找了一整天，終于找到了名單上的最

後一所房子，你以為終于找到了。一個完美的
房子，是適合你的所有需要，而且你要在那裏
一直生活。可悲的是，要麼你的出價被拒絕，
要麼有人在你有機會之前買下了房子。不要
太執著于一個特性，因為這樣的事情經常發
生，被拒絕對你打擊很大。你要明白，在尋找
家的時候，是不是基本能實現你所需要的環
境，即使你找到了一個完美的家，可能還有下
一個更好的家，只是你還沒有找到而已。

4、不要跳過檢查
檢驗和鑒定不是一回事。僅僅因為一所

房子外表好看，並不意味著它將持續多年。沒

有得到檢查可能會花費你的
時間，金錢，和其他東西，你從
來沒有想過在買房之前要檢
查的步驟，檢查人員會檢查這
些東西，比如你的煙囪狀况，
地基的裂縫是否是災難性的，

水管是否有損壞，以及閣樓的隔熱材料。做一
次檢查是值得的，因為從長遠來看，它會為你
節省時間和金錢。

5、需要做什麼
利用你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是來幫你

的。合理預算，明白生活是可以改變的。不要
太留戀那套房子，即使你買不起，也不會是世
界末日。最後，當你找到了房子，那就去看看
吧。買房子可能是一個耗時且重要的過程，但
有了正確的規劃，它可能是一個有益的、令人
興奮的經歷。
（文章來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如何避免購房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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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感恩節了，這意味著各地的人們都在分享他們所感
激的事物，同時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本著節日的精神，我打
算吃火雞、青豆砂鍋菜和紅薯。但我也想分享一件事情，我非
常感謝今年(確切地說是今年2月)我發現了大口袋播客。感謝
播客和博客文章，我明白了ARV減去購買價格和改造成本並
不等于利潤。在我真正深入研究房地產投資的頭9個月裏，基
于這種理解，知道如何正確計算這些數字是非常寶貴的。

我主要是一個買入並持有的投資者，所以我不打算經常
賣出。但我最近的確賣掉了我的第一套房子(這是我在發現大
口袋播客之前買的)，以便把我的錢用于更好的投資。並且認
為這個故事和數字可能會為其他新手提供一些關于出售房
屋實際成本的深刻見解。讓我們從房子本身開始講起。

1、我的第一個租賃物業
和許多投資者一樣，我把自己的第一套主要住宅保留下

來，然後在買新房時把它租出去，才開始涉足投資。以下是一
些關于該物業的背景信息。
（1）裏面擁有3張床，2.5個浴室，2100平方英尺，加上一個裝
修完成的地下室和兩個車庫。
（2）售價：217,000美元
（3）首期付款：12,000美元
（4）融資：通過退伍軍人管理局貸款融資20.5萬美元
（5）稅款與保險：1307美元
（6）租金：1795美元
（7）每月現金流：物業管理、維修、資本支出等費用後約50美
元

當我們租了兩年的房客準備搬出去的時候，我和丈夫與
我們的經紀人聊了聊，估計我們的房產淨值大約有8萬美元。
我們决定賣掉這處房產，把錢投到能提供更好的月現金流的
房產上。但是它已經租了兩年了，所以在我們把它列出來之
前需要做一些工作。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成本，包括持有成

本、代理傭金、成交成本等等。所以我們究
竟花了多少錢賣掉這個房產的呢？

2、出售房屋的成本
為了讓我們的房子準備好出售，我們

更換了所有的地毯，重新粉刷了整個室內
和前廊，美化了景觀，做了一些雜項修理，
比如裝上新的白色電源插座，把所有的黃
銅五金換成拉絲鎳。所有這些工作，加上
深度清潔和入住檢查，花費了我們不到
19K美元。

我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在以259,900
美元(該地區的最高標價)出售這處房產後
，我們在24小時內收到了兩份全價報價，
儘管兩份報價都要求賣家提供信貸，以幫助支付交易費用。
然而，還會有更多的代價，檢查時發現需要修理電箱、熱水器
和前廊。所有這些工作使成本增加了2000美元。當然，我們也
有2.5個月的持有成本，它需要翻新，列出房產，和完成交易。
然後你必須考慮傭金和結算成本，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破裂
的呢？
（1）售價：259,900美元
（2）抵押貸款餘額：177,797美元
（3）傭金(5.15%)：13 385美元
（4）成交費用：7,276美元(包括產權公司費用、房屋保修、買方
的成交費用抵免等)
（5）成交金額：61,442美元

我們從交易中獲得了61K多一點的利潤，但這不是純利
潤。請記住，我們有錢，我們必須在交易關閉前為我們原來的
首付、裝修、持有成本、更新和銷售思考。那麼，我們有多少現
金進入了這處房產，我們的實際利潤是多少？
（1）首期付款：12,000美元

（2）出售翻修：18 630美元
（3）檢查决議：2,075美元
（4）持有費用：3,655美元(兩個半月的PITI和水電費)
（5）現金總額：36,360美元

這意味著我們的最終利潤是25,082美元(61,442美元減
去我們投入的36,360美元)。投資3.6萬美元，利潤2.5萬美元
還不錯，這是69%的現金對現金的回報。但2.5萬美元遠低于
我之前提到的估計8萬美元的股本。如果我們在過去的5年
裏有2年沒有住在這裏，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成本，不管是稅
收還是做1031交易的成本，所以如果你想要翻轉房產的話，
這是更需要考慮的問題。

這個故事在提醒你，需要計算你的數字，不要忘記與買
賣相關的隱藏成本。在我們的案例中，這次出售的全部收益
足以購買一處房產，其現金流將是我們第一處出租房產的8
到10倍。我們明天就要結束交易了，接下來還有更多的交易
在等著我們。
（文章來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賣房子的實際成本賣房子的實際成本

即將赴美生活，許多人對于是購買新房
還二手房很難做抉擇。今天小編就全面分析
美國新房和二手房的特點，從購房流程等方
面全方位解讀這兩種選擇的利弊差异。

首先，我們來比較一下美國新房子和二
手房的各自特點。

美國新房特點

優點分析
1.新房子從整體規劃到室內布局都能體現當
今最新潮流和品味，而且設計更合理，實用。
買新房還可以挑選喜歡的廚房檯面，地板等。
如果買家對房內裝修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可
以向建造商提出，只要付出很低的費用就可
以得到滿足。

2. 新房子及其配套設施的安全性能更
好。據統計，新房屋主受火災而傷亡的
機會遠遠小于居住于舊房子的人們。建
造新房子所用的材料都經過檢測，必須
達到國家和行業所定的指針。
3. 新房子的主人能節省能源的開支。新
穎的建材能夠較好地隔音，隔熱。高效
節能的水，電，取暖系統，還有能定時定
量的中央空調等。新房屋主比那些住在
1980年以前建造的房子裏的人節省一
半的能源開支。

4. 新房有品質擔保，維修費用較低。新屋建造
商或是直接提供房屋品質擔保，或是通過向
保險公司購買保險來提供類似的保證，一般
在十年內出現的建築上的缺陷都可以得到賠
償。所以新房屋主們在入住後的最初幾年內
可以不用做任何維修，只要平常稍加注意，做
些簡單的保養工作即可。

缺點分析
1. 新房建造周期較長，每期可售僅幾套新房，
還要事先在開發商處排隊注冊，整個流程耗
時較長。
2. 部分新房在城市以外的新建社區，商業中
心，學校等服務設施不完備，綠化明顯不足。

3. 購買新房時要問清楚樣品房內有多少裝飾
和設備是要繳納額外費用後才能得到的。

新房購買流程

一般講想購買美國加州的新開發房屋的
話，美地置業要求客戶先繳納1萬元人民幣的
買房意向金【無論是否購房訂金都會歸還】以
便第一時間排隊注冊。然後，客戶向開發商提
供資金證明。

等待排號是購買美國加州房很重要的一
個過程，一般而言，一個項目每個月開盤6-7
套。排上號以後，選地塊，確定戶型，開發商提
供合同，買方繳納房款的2-3%左右打入第三
方監管賬戶。同步美地置業退還1萬元人民幣
意向金。

接下來是半年左右的建房時間。
在美國加州房產交房過戶時，付尾款到

第三方賬戶和過戶交易費。過戶當天，政府網
站將美國加州房屋產權從開發商名下改到買
房人名下，房款由第三方賬戶轉入開發商。

兩個月之內，書面地契和產權保險書到
達業主手中。
文章來源：網路

第一次買美國房第一次買美國房 應該選新房應該選新房oror二手房二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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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受全球經濟復蘇趨勢放緩
影響，長達10年之久的全球房地產市場繁榮
時期正在走向拐點，全球房地產市場享受流
動性盛宴的曲終時刻正在來臨。受到經濟增
長放緩、各大央行加息，全球房地產市場高熱
正在退去。中國社科院最新的報告認為，全球
房地產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固、
各國貨幣政策衝突以及美國與其它經濟體之
間的潛在經濟衝突，導致全球房地產住宅市
場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未來，將如何看待美
國房地產市場，中國投資者應把握怎樣的機
會，讓我們一起探討。

宏觀
2008年金融危機後，2012年美國住宅房

產市場首次擺脫負增長，此後數年持續保持
慣性上漲。2018同比2017全年增長6.9%，自
2015年第三季度以來連續10個季度年增長率
在6%以上。

美國房產市場37%的交易服務于投資目
的，房價上漲速度為收入和通脹的2倍。

2018二手房交易占美國交易總量的90%
，房屋供給庫存仍處低位，已建房屋庫存連續
31個月下跌，年均下跌10.3%。

宏觀利率方面，美聯儲2018年完成4次
加息，當前基礎利率2.25%-2.5%。

經濟方面，各項指數保持樂觀位置，失業
率低于經濟正常失業率水平，薪資漲幅高于
通脹，製造業增速較高，居民杠杆率低于85%
的歷史均值。

崩盤風險方面，和上一輪經濟危機最大
的不同是融資泛濫情况消失，信貸審批嚴格，
上一輪的債務崩盤誘因不在。

勞動人口方面，當下是二戰後嬰兒潮一
代退出市場，千禧一代則進入勞務成熟期，成
為房產市場于美國境內的主要需求來源。

市場供需
當前住宅房的投資者主體依然是美國居

民，機構投資者在二手房市場尚在緩慢布局，
未達到左右市場的規模。

當前，住宅房投資風險主要來源于經濟
整體的系統性風險，而非美國房市自身的原
生風險。而在經濟系統性下行期間，住宅房是
表現最為穩定的資產。

隨著2018美聯儲持續加息，房貸成本提
升，房價增速放緩，住宅房銷量開始下跌。但
是由于供給端謹慎和庫存緊張問題，住房市
場泡沫化風險水平較低。

根據2018年市場綜合表現，分析了全美
超過200個城市，通過比對增值預期、現金回
報、流動性、抗風險、市場信心等多個維度，得
出最終投資價值評分排名。

投資美國房地產的比較優勢
產權性質：永久產權VS70使用權限

國外大部分房產屬於私有財產制度，而
在美國購買房屋、包括土地，都屬於投資者的
私有財產，產權更是永久性。而中國的住宅產

權是70年期限，即相當
于花大價錢，為自己和
家人“租”來一套70年
的房子。

房產制度：制度完
善VS有待完善

美國房地產投資市
場已經歷經多年，因此
在制度方面較為完善，
有許多的第三方機構來
協助買賣房屋的進程，
包括：估價公司，房屋檢
查，公證公司，銀行、以
及經紀人制度，產權保
險公司等等，能更有效地房屋買賣的公平合
理。

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近十年才剛剛起步
，無論是中介制度還是買賣過程，都存在許多
問題。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遠超于實際需
求。

房屋價格：美國房價不高，甚至低于中
國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美國房產價格
中位數是22.53萬美元(約合150萬人民幣)，這
個價格在中國大多數城市中，都顯得平易近
人。

支付傭金方式：賣家支付VS多由買家
支付

在美國房地產買賣時，傭金一律由賣方
負擔，屋主在委托經紀人出售房屋時，就訂立
了合同，傭金一般在3-6%左右。當買主由別
的經紀人帶領來買房時，賣主經紀人需分一
半的傭金給買方經紀人。而中國，大多數時候
的情况相反。

美元資產，抗風險能力强
美元是全球範圍內流通最廣的國際貨幣

，雖然目前美元地位有所下降，但仍不足以撼
動其霸主地位。因此，投資美國房產更具有抗
風險的能力。
文章來源：網絡

全面分析關于美國房產那些事

聯邦房屋法規近來更改，低于40萬元房屋無須經過有執
照專業估價人員進行估價。(取自YouTube)

若你正準備買房，聯邦房屋法規近來更改，可能有助買
家稍稍省點錢。“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最新發布新銀

行法規指出，低于40萬元房屋無須經過有執照專業估
價人員進行估價。根據房屋專業網站“Angies List”，一
家庭住宅估價費用在300-400元之間。

這項改變是自1994年以來，首次提高免估價的房
屋價格，之前設定免估價房價上限為25萬元。房貸
網站“HSH.com”副總裁葛賓格(Keith Gumbinger)表示，免
估價房價提高至40萬元，看起來似乎是個大躍進，但實際
上只是反映過去25年來房價上漲。例如，根據“聯邦公報”
文件內容中的凱斯-席勒房價指數（Case-Shiller Index）顯
示，一棟于1994年6月以25萬元售出的房屋，2019年可能
售價為64萬3750元。

但是，免估價的房價提高，是否適用于購買房屋，取决
于買家采用哪種貸款。

免估價房價門檻不適用于政府機構提供的貸款。所以
，若你計畫采用低成本常規貸款(low-cost conforming
mortgage)，仍需要房屋估價，這種貸款通常為房利美
(Fannie Mae)或房地美(Freddie Mac)，或是經由聯邦住房

管理局或退伍軍人管理局監督發行的貸款計畫。
此外，40萬元以下房屋無須正式估價，並不代表貸方會

在沒有評估抵押品的情况下，就貿然提供貸款。“聯邦公報”
發布文件指出，受到監管的貸方，仍需要獲得不動產抵押品
的評估。

葛賓格說明，這可能代表著至少有部分房屋仍需要估價
。但估價可經由自動估價模型（Automated Valuation Model)
或其他估價方式，而非強制須由專業估價師進行評估。

新規定已于10月9日生效，詳情公布在“聯邦公報”。可上
網：FederalRegister.gov查看公布文件內容。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免估房價提高至美國免估房價提高至4040萬元萬元
政府機構提供貸款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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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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000立即入住。

4. Meadows Place, 3房2.5浴, 兩層樓公寓，重新裝修，1794 sqft。僅售$162,000  立即入住。

5. 西北區，3房2浴平房，二車庫，1490 sqft。僅售$145,000，立即入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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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商業: Katy全新辦公場地，4間獨立辦公室，餐廳，小廚房，廁所具全。立即入住.近10號和99號公路。

8.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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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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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買房可以自己操作嗎？
在美國買房的整個交易過程中是不可能自己全部操作

的。按照美國現在的房產制度，在買房交易中，房產經紀
人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經紀人在買房的整個過程中，擔任
多種重要的角色。美國房產經紀人有著嚴格的管理體系：
首先，所有房產經紀人都必須持有美國政府頒發的經紀人
資格證書，持證上崗，否則他們無法從開發商獲得房屋代
理權。其次，房產經紀人除了能為買家提供更多的房產信
息、幫助買家找到理想的房屋、完成買房交易這些基本要
求外，還需掌握良好的談判技巧，參與第三方談判，並為
買家提出合適的買房意見。

2、海外人士在美國買房後的法律權利
能否得到保護？

是。海外投資者在美國的財產完全受到同當地人士一
樣的法律保護。在美國買房時，整個交易過程中，有許多
的第三方機構來協助買賣房屋的進程，有估價公司、房屋
檢查公司、公證公司、銀行、以及經紀人，產權保險公司
等等。每一個機構都在買賣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功能，保證
房屋買賣的公平和合理，使房地產行業能夠公平、透明、
健康、蓬勃的發展。

3、海外人士投資及購買美國房地產是
否有數量限制？

美國對全球購房者無任何限制，是全世界最開放、最
自由的投資市場之一。根據美國相關的規定，海外人士投
資及購買本地房產的數量也沒有限制。

4、在美國買房如何確保交易安全？
在房產買賣過程中，買家最關注2大問題：產權和資

金的安全。如果出現產權是偽造的、產權登記時發生錯誤

、房屋被他人侵占等情況，那麼買房將捲入無止境
的糾紛當中；而若遇上不法經濟帶著交易資金逃跑
，買房更是要白白遭受巨大的損失。

美國的房產市場和交易過程都是透明化的，為
應對這兩個重大問題，由辦理房產業務的律師發展
而成產權保險公司（Title Company）應運而生。他
們為購房者提供產權調查、產權保險、資金監管、
過戶登記等服務，貼身保障購房者的權益。如果真
的遇到麻煩，最差的結果也能把交易資金拿回來，
最大程度保護了用戶權益。

5、辦理美國房產過戶手續需要本
人到場嗎？

在美國，甚至大部分海外國家，都沒有類似房
產交易中心的機構，其買房交易更多是由雙方協商
完成，且不需買賣雙方同時在場。

在美國西部，一般來說都是由第三方--產權公司（Ti-
tle Company）來持有資金，簽署產權轉讓書，全權安排產
權的轉移。所以買賣雙方都不用同時在場，由產權公司全
權操作。而在美國東部，一般來說產權轉移的過程是在一
個稱作 「結算公司」 （Settlement Company）的地方進行
的，買賣雙方（大多數時候也包括其經紀人）都集聚一堂
，由律師或是結算代理主持， 支付款項簽署產權轉讓書，
最後前去政府進行產權登記。當然，若買方確實無法出席
，也可以 委托其經紀人或律師代理，代表他們簽字，完成
過戶的流程以及審核。

6、什麼是過戶日（Closing Date）？
過戶日（Closing Date）是在買賣雙方達成協議時，在

合同中便事先約定好的過戶日期。當然，如果雙方都同意
，也可以在這個日期之前過戶。一般來說在過戶日需要完
成以下4點：

一、在過戶日之前或當日，買方將會支付款項（通常
是支票或者電匯）

二、賣方與買方簽署產權轉讓書合同，將房屋鑰匙轉
交給買方

三、產權公司或者律師、公證人員前往當地政府辦公
室登記注冊

四、賣方收到扣除過戶費用及貸款餘額後的款項
7、美國房地產的產權年期是如何規定的？
美國的房產產權是永久產權，不僅可以作為投資也可

以世代的傳承延續下去。在美國《物權法》第 149條中規
定，住宅性建設用地在使用權限期間屆滿時，自動續期。
美國憲法明文規定過資產主義的基礎就是個人財產至高無
上，所以作為自由財產的土地和房產就沒有什麼年限問題
，只需要每年繳納一定的財產稅費就可以。(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房產的交易的七部曲美國房產的交易的七部曲

當你決定去做這件事，買房子令人傷
腦筋的同事，特別是對首次購房者。很難

準確的確定該要什麼。大部分的問題都可
以通過做一些小的財務家庭作業來解決。

看看美國買房貸款五個建議。

1.查詢你的信貸評分
房屋購買者的信貸評分是

購房時是否符合貸款要求的最
重要的一個環節。

2.評估資產與負債
如果你沒有欠錢並且你的

按揭從來都是按時支付，但你
如何規劃你的支出？是否有足
夠的存款，或者有一個預算？
首次購房者需要有一個支出和
收入的概念。

3.收齊相應文件
當你申請房貸時，購房者需要收入證

明和報稅證明。一般來說貸款方需要提供
最近2張收入證明，過去兩年W-2，報稅記
錄，和過去兩個月的銀行流水—每一頁，
包括空白頁。

4.證明自己
理想的情況是，作為首次購房者，你

應該在貸款方告訴你符合貸款多少之前已
經估算或計劃可以買多少錢的房子。

5.處理好你的首付
要努力去湊齊你的首付。
最後，當你正式開始購房時，跟您的

貸款方做詳細的諮詢，與朋友、同事和鄰
居商量哪個貸款方他們比較推薦，並且主
動提出問題瞭解具體步驟及首次購房後該
做什麼。(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貸款五個建議美國買房貸款五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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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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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房產不管是用來自住還是投資，大家最關心的一
點是什麼？

幾年後乃至幾十年後，它是否依舊保值！
今天就來給大家科普一下，在美國，什麼樣的房子才

最保值？您在購買美國房產的時候，應該注意哪幾點！

01 房屋類型
美國買房，可選擇的房屋類型非常多，其中最受歡迎

的有：獨立屋(Single Family House)、聯排別墅(Town-
house)和公寓(Apartment)。當然也會有人選擇移動房(Mo-
bile House)、多家庭屋(Multi-Family House)、共同產權屋
(Co-op)、度假屋(Vacation House)等比較小眾化的房屋類型
。

從保值程度來說，通常都是獨立屋>聯排別墅>公寓。
因為通常美國的獨棟別墅都會附帶一個大花園，屋主除了
擁有房屋的所有權之外，還擁有一塊完整的土地產權，可
用空間越大，價值自然越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另外
，對于注重私密性的美國人來說，獨立屋永遠都是購房首
選。

02所在學區
學區房可不是中國專利，在美國生活的人都知道，優

質的公立學校往往一席難求，所以好的學區房雖然房價略
高，但依然供不應求、相當保值。今後不管是出租還是出
售都很容易，輕鬆就能租或賣出高價。

對此方面感興趣的朋友不妨在購買之前去網上查詢一
下房屋附近學校的評分、排名等，還可以與附近房屋的價
格做個比較。

03 治安環境
治安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誰都

不希望自家小區常常發生點偷雞摸狗的事
情是吧！一般來說，可以在白天和晚上分
別觀察一下房屋及小區狀況，如果街道整
潔(沒有亂七八糟的塗鴉)、鄰居花園布置
都非常美觀(沒有層層疊疊的防護柵欄)，
所停車輛比較上檔次的話，那就說明這個
小區比較高檔且安全，不太會有流浪人員
出沒。

當然，細心的朋友可以去一些公開的
治安狀況網站查詢到從大到小的各類報警
案件，像是打架、偷竊、搶劫、吸毒、性
犯罪等都會被一一標記出來。

04 生活便利
小區周邊是否有完善的配套設施也會

為房子加分不少，例如附近有幾條主要高
速公路，10分鐘車程內是否有超市、學校
、公園、健身房、餐館、診所等等都是買
房需要考慮的因素。

05 裝修不必太個人風情
也許很多人都想要把家裝修成自己夢想的風格，深綠

色的廚房或是明黃色的墻，這些都是屋主的權利。但如果
你想將房子賣個好價錢，這樣的裝修可能會讓你的房屋在
交易市場上呆上好幾個月，甚至更糟。

絕大多數買家都希望新家符合自己的審美標準，沒有
人願意為前屋主的喜好而支付額外的費用。所以，如果你
打算多年後出售房屋，那麼在裝修上最好還是走大眾化路
線，或者在出售前進行翻新。

06 物業管理費HOA
在買房前一定要問清楚是否

需要繳納物業管理費(HOA fee)
，通常獨立屋是沒有物業管理費
的(有些非常高檔的小區也會收
取少量物業管理費)，而聯排別
墅和公寓房幾乎都需要繳納一筆
不小的物業管理費。很多人在購
買時對這筆費用不當回事，但真
的到每個月付幾百美金時又心疼
不已。

另外，HOA除了要收取高
昂的管理費用之外，還會對你的
房產有諸多限制，例如不允許安
裝室外衛星天線、不允許在陽臺
放雜物、不允許在門外擺放盆景
等等。所以如果你打算購買一個

聯排別墅或公寓房的話，最好仔細閱讀一下HOA的條款，
以防將來發生不必要的糾紛。

相對的，一旦你購買了需要繳納物業管理費的房產，
那就意味著，如果用于出租，則投資回報率有所降低，如
果想要出售，則很有可能會遭到買方的壓價。所以在購買
美國房產時，物業管理費絕對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

07 地稅
誠然，美國所有的房產都需要繳納地稅，但不同的地

區地稅是不相同的，可能隔一條街，兩棟房子需繳的地稅
都有天差地別。例如舊金山灣區Mountain View的地稅約
為0.74%，而Saratoga則需要繳納0.99%的地稅，也就是說
，同樣一棟150萬美金的房子，位于Saratoga就需要每年
多交$3,750的地稅，相信對許多家庭來說，這都是一筆不
小心的開支。也同樣會影響到房屋出租回報率以及出售。

在美國買房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動輒幾十萬或
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交易，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坑裏、勞
民傷財。所以一位專業靠譜資深負責任的房產經紀人就至
關重要了。只有資深專業和強烈責任心的房產經紀人，才
會最大限度的設身處地站在客戶的角度從眾多房子中挑選
出最適合的那個，好的房產經紀人不但讓買房之旅事半功
倍，同時更是相伴一生的房屋顧問和老友！(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的房產如何保值美國的房產如何保值？？
看這份攻略就明白了看這份攻略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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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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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9,011
升職潛力排名：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
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1209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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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fety technician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39,990
升職潛力排名：38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6
職業危害排名：61
6.Electric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5,976
升職潛力排名：2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4
職業危害排名：36
5.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
數 （entry
level）： $54,
841
升職潛力排名：4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0
職業危害排名：38
4.Web-applications develop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6,299
升職潛力排名：2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0

職業危害排名：18
3.Safety representative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7,067
升職潛力排名：67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
職業危害排名：56
2.Systems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6,935
升職潛力排名：6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
職業危害排名：38
1.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262
升職潛力排名：2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5
職業危害排名：38

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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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學文憑，就等于鋪好了人生的坦途
——穩定的工作、令人羡慕的薪水、屬於自己的
房產。”二戰後，這曾是一代代美國人的信條。但

如今，不管是年長還是年輕的美國
人，都已不再把學歷看得如此重要
。人們認為，在現代職場上，要取得
成功，就必須掌握一技之長。

45歲的韋爾奇是3個孩子的
父親，他對此深有體會。韋爾奇25
歲的女兒是平面設計師，她沒有大
學學歷，僅靠自己的計算機和藝術
才能，就贏得了工作。“如果沒有牢
牢掌握技能，你很難取得成功。”韋
爾奇表示，他對女兒的成就頗感自
豪。

雖然經濟學研究顯示，大學畢
業生的終生收入仍遠高于沒學位

的人，但不管是在年輕人還是年長的職場人之
中，觀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一項關于學歷重要性的社會調查顯示，只

有55%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學歷對職場成功非常
重要。而對于職場過來人，這一比例更低，只有
53%。顯然，經歷了職場打拼後，人們更加看清
能力和技能的價值。

在被問到哪些因素對于職場成功必不可少
時，大多數人將適應變化的能力排在了首位，緊
隨其後的是熟練掌握計算機、能與不同背景的
人打交道的能力、通過培訓掌握最新技術的能
力，以及良好的家庭人脈。

即使那些看重學歷的人，也不否認經驗的

重要性。22歲的安東尼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
認為：“現在大多數工作都需要經驗，而不只是
一紙文憑。”

連教育工作者也承認：
“學歷被‘神化’了，其
重要性實際上取決于
學校，好的學校和差
的學校，學歷的
含金量必然不一
樣。”

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絕對是杠杠的高薪。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4年美國共有就業
人口1.35億，平均年收入47230美元，類似企業
管理層的金領工作才能年入10萬美元以上。

但是，也有些職業聽上去可能不那麼光鮮，
工作環境也不像金融城、商務區那麼高大上，但
就是憑著真才實學、憑著辛勤勞動，他們也擠進
年薪10萬美元的行列。

在這些高薪職業裏，最讓你意想不到的可
能是電梯維修工。

小編在紐約工作的那段時間，公寓樓的電
梯三天兩頭壞，電梯工大叔三天兩頭來，腆著大
肚皮，穿著油乎乎的工裝褲，總是一副大爺范兒
：動作慢騰騰，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一到下
班點不管修沒修好立馬走人。沒想到，他們的年
薪竟然超過10萬美元，秒殺小編。

美國勞工統計局說，那些“安裝、裝配和維
修貨梯和客梯，並對它們的電動或液壓裝置進
行維護的人”平均年薪是7.65萬美元，而該行業
的前10%的高收入者平均年薪甚至高達10.96萬
美元。當然，電梯工的收入也有地域差別，美國
西北部的俄勒岡州的電梯工收入最高。

看過美劇《新聞編輯室》的人，不少會被新

聞人那種高強度的繁忙工作震撼。但其實，美國
新聞行業的入門薪酬低得可憐。不過，那些新聞
分析師，就是那些“為電視觀眾分析和解讀新聞
的廣播媒體新聞分析師”就不一樣了。

他們平均年薪8.44萬美元，前10%高收入者
的平均年薪更是高達18.25萬美元。這些新聞分
析師最有“錢”途的州是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
。

而美國的“老農民”，就是擁有田地的種植
戶、牧場主和其他農業經營者，也屬於高收入階
層，年薪堪比公司管理層。前10%的高收入者年
薪高達12.17萬美元，他們大多分布在美國西海
岸的加利福尼亞州。

而水文工作者，即“研究地下水以及地表水
的分布、循環和物理性質的人”，前10%的高收
入者平均年薪也達到11.72萬美元。

行船也能得到豐厚報酬。船長和大副自然
不用說，就算只是個舵手，也能拿到不菲收入。
船員的平均工資是7.92萬美元，其中前10%能拿
到12.83萬美元。對船員最慷慨的是南部位于墨
西哥灣的產油大州得克薩斯。

在好萊塢影片裏，你可能見到過那種教人
策劃婚禮、布置餐桌或烤麵包的老師。其實，美

國很多高校開設家政學（ho-
meeconomics）課程。它並不
是教你如何做家務，而是以
提高家庭物質生活、文化生
活、感情倫理生活和社交生
活質量為目的的一門應用性
學科，涉及室內布置、飲食與
營養、旅游策劃，以及家庭人
際關係和家庭醫療衛生等多
個領域。

全美大概有 13710 名高
校家政學老師，他們也屬於
高收入階層，平均年薪為
10.21 萬美元，前 10%的高收
入者每年平均能拿到 17.46
萬美元。在全美，馬薩諸塞州
給他們開出的工資最高。

除了這些，擠入年薪10
萬美元行列、又讓人有些驚訝的職業還有：
數學家
天文學家
殯葬服務經理
高校藝術、戲劇和音樂老師

偵探和刑偵調查員
賭場管理員
戲劇和表演化妝師
作家和文案工作者
交通檢查員。

美國年薪美國年薪美國年薪101010萬的工作萬的工作萬的工作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

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
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1209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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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諮詢師（Counseling)
常見工作崗位：成癮輔導員，辦公室經理，社會工作者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32,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0,900
9. 醫學超聲診斷（Diagnostic Medical Sonography)
常見工作崗位：超聲技師，超聲心動圖，血管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57,7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0,800
8. 兒童早期教育和小學教育（Early-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小學，
中學教師，幼兒教師
（不包括特殊教育），幼
兒園教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
有意義的概率：81％
平 均 起 始 工 資：$32,
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
$42,300
7. 口腔保健師（Dental
Hygiene)
常 見 工 作
崗位：牙醫
，牙科辦公

室人員，口腔保健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2％
平均起始工資：$65,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2,800
6. 護理（Nursing)
常見工作崗位：護士，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手術室護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3％
平均起始工資：$5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3,600
5. 呼吸護理師（Respiratory Care)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服務主管，已註冊的

多導睡眠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4,
000
4. 臨床實驗室科學（Clini-
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
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
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0,
100
3. 社區健康教育(Com-
munity Health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病人健康
教育，健康協調員，非營利
性的程序協調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500
2. 牧養事工（Pastoral Ministry）
常見工作崗位：牧師，副牧師，主任牧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1％
平均起始工資：$34,5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9,600
1. 醫療化驗科學（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7％
平均起始工資：$46,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1,500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下)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1209B 簡下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上)

【來源:網路】
對於一些人而言，最好的工作是

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工作，因此選擇
合適的大學專業顯得尤為重要。
PayScale 最近從認為自己工作有意義
的工作者的數據中篩選出本年度的大
學生薪水報告。

來自PayScale首席數據分析師Gi-
na Bremer 說：“大多數的本科畢業生
告訴PayScale，他們的工作使得這個世

界變得更美好。這些人大多數從事健
康或相關專業。”但要找到一份這樣有
意義又高薪的工作並不容易，結合興
趣所在，看看有意義的工作又高薪不
錯的專業有哪些呢？
20. 兒 童 早 期 教 育（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托兒所老師，學前老師
（不包含特殊教育），小學老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0,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38,000
19. 健康管理（Health Administration)
常見工作崗位：行政助理，診所負責人
，辦事處經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4,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100
18. 服務工作（Human Services)
常見工作崗位：醫療案例經理，社會工
作者，行政助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8％
平均起始工資：$34,1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3,
400
17.健康（Health)
常見工作崗位：註冊護士
，行政助理，辦公室主任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8％
平均起始工資：$38,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7,
400
16. 安 全 管 理（Safety
Management)
常見工作崗位：安全管理
，環境健康與安全經理，
安全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52,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80,
800
15. 採 礦 工 程（Mining
Engineering)
常見工作崗位：採礦工程
，礦山工程，土木工程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71,500
職 業 生 涯 平 均 薪 酬：
$109,000
14. 影像學技術（Radio-
logic Technology)
常見工作崗位：放射技師
，磁共振成像技術專家，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專

家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9％
平均起始工資：$4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3,800
13. 呼吸治療師（Respiratory Therapy)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
經理，呼吸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46,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2,300
12. 治療性娛樂（Therapeutic Recre-
ation）
(圖片來源：網絡）

常見工作崗位：康樂治療師，活動總監
，治療，娛樂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3,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000
11. 運動訓練師（Athletic Training)
常見工作崗位：體能訓練師，物理治療
助理，助理訓練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300
(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1209B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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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走进生产车间，机器手臂
有条不紊地操作，产品流转在
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上，偌大
的空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
进行着管理和维护工作……这
已是许多工厂的“常态”。在机
器趋于信息化、智能化、自动
化的今天，“机器换人”不再是
一个新话题。

只是，随着生产线上简单
重复的人工劳动被机器取代，
人们对于就业岗位会否就此失
去的担忧一直存在。近日，来
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两
份就业分析报告显示——“机
器换人”，同时新职业的大门
也正豁然洞开。

新 需 求

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与之相伴的应
用型人才出现短缺

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技术类专业出身的郭彪一度迷茫：感觉
技术类的工作非常枯燥，整天和机器打交道，而且薪资待遇低。
通过反复比对不同的领域和环节，最后他选择扎根在机器人行
业，现在成了一名资深的工业机器人工程师。

谈到其中的原因，郭彪说，工业机器人可以操作，并且上手
快，让机器人动起来，很有意思。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在电脑上模
拟，并不一定实时需要机器人，非常方便。“工业机器人技术前
卫，很多企业内部懂这项技术的人不是很多，是技术行业的‘香
饽饽’。做这项工作有成就感，薪资待遇也非常可观。”他说。

郭彪的成长和感受，道出了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
的特征。

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全
球工业机器人销量最多的国家，每年需要大量的工业机器人“上
线”。2018年全国工业机器人销量15万台左右，到2020年，全国工业
机器人的保有量将超过80万台。从汽车制造、3C电子制造到五金制
造、陶瓷卫浴、物流运输等，工业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广泛应用在制造
业。

另一方面，产业人才需求逐渐显露。机器人作为技术集成度
高、应用环境复杂、操作维护较为专业的高端装备，有着多层次
的人才需求。人社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加
大机器人技术研究方向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在硬件基础与技
术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提升，但现场调试、维护操作与运行管理等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依然有所欠缺，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维
护、调试、故障排除以及系统集成等技术的工程师需求将会越来
越大。

中国科学院 （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毕亚雷认为，
随着新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越来越智能化，工
业机器人目前在企业中应用广泛，这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
技术能力水平提出新的要求。

此前，教育部、人社部与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
南》预测，到2020年相关领域人才缺口将达300万。

新 职 业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未来5年
需求均达125万左右

随着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攀升，新兴职业应运而生。今

年，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13个新兴职业，工业机器人
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双双入选。

近日，人社部发布针对这两份新兴职业的就业景气现状分析
报告，预计未来5年它们各自的人才需求量都将达到125万左右。

正是由于市场的大量需求以及对专业性的要求，工业机器人领
域从业人员在薪资方面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如：技术操作工参考薪
酬5500至7000元/月，而工业机器人维护工程师7000至1万元/月，
系统集成工程师2万元以上/月。

中国科学院 （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中心主
任王卫军认为，工业机器人从业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相关高技能
技术人才在企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类新职业的发布，
将有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生产和社会发展起到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当前企业里有不少员工实际从事着工业机器人相关
工作，它们的就业现状如何？

人社部报告显示：论学历，44.44%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和运维员是专科学历，45%的学历为大专及以下，学历门槛并不
高；论工资，45%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薪资是当地平均
工资的2倍，普遍高于当地平均薪资；论需求，67%从业人员中的
企业或公司引入了工业机器人或智能制造生产线作为生产设备，
岗位需求在不断增加。

深圳机器人协会副秘书长谭维佳认为，如今大部分传统企业
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在“机器换人”的大趋势下，国内机器人
领域发展十分迅速。从行业需求和国家政策来看，工业机器人相
关人才较为缺乏，发展前景看好。

新 发 展

职业发展有通道，未来前景好，就业空间
广

杨鑫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从机器人开始的。拧好机器人上

的每一颗螺丝，接好控制器里的所有线路，是他的工作职责。
杨鑫还记得师傅教导的一句话：“如果你不希望自己买到的手机
上有螺丝刀刮花的痕迹，那么从你手中装配的机器人客户也不
愿看到，要像孩子一样看待自己生产出的机器设备。”

从生产工业机器人、了解硬件组成，到学习应用调试、积
累项目经验，杨鑫越来越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从而参与到公
司新一代机器人的研发和设计中，不断优化工业机器人的生产
工艺。

像杨鑫一样，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从一个看似微小的细节起
步。而作为新兴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也有着
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

在一般机器人企业内部，根据职能划分，技师级员工大概
可以分为4个工种。

首先是工程师的助手，协助工程师出机械图纸、电气图
纸、简单工装夹具设计、制作工艺卡片、指导工人按照装配图
进行组装等；其次是机器人生产线的试产员与操作员，他们对
机器人系统进行示教操作或离线编程，并调整各项参数，使机
器人系统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还有一类员工负责对机器人进
行总装与调试，使得机器人能达到出厂状态；高端维修或售后
服务人员也必不可少。总之，围绕机器人技术，不同环节的人
才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两类新职业确立，相关职业培训的开展有了依据。深
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机器人教研室主任朱国云认为，两个职业
的确立为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技工院校以及各类社会培训
机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对于高端
制造类人才培养具有深远意义。

在扎实积累的基础上，机器人行业给了人才广阔的空间。
当公司工业机器人产品不断完善的时候，杨鑫转型到了销售
岗位，并成长为一名工业机器人产品经理。他发现，工业机
器人不仅要品质可靠、性能优异、功能丰富，更要贴近企业实
际的场景应用，真正解决终端生产痛点和用工难点。现在他正
琢磨着根据细分行业特点开发相应的工业机器人，为公司和制
造业尽一份力。

工业机器人替代了部分生产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力，也随之打开了系统操作、运维等相关领域近300万人才缺口——

“机器换人”，换出就业新空间
本报记者 李 婕

上图：11 月 21 日，在 2019 世界
5G 大会上，参观者在与一款 5G 机器
人互动。

新华社发（彭子洋摄）

左图：11月21日，以“智能、绿
色、创新”为主题的2019中国义乌国
际智能装备博览会在浙江义乌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图为一款机器人在雕刻
家具。

龚献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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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據美聯社
報導：12月10日星期二，美國新澤西州澤
西市，一家超市發生槍戰，造成六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和兩名嫌犯。目前，
仍有一名嫌犯在逃。

槍擊發生在周二中午之後，兩名嫌犯
在新澤西州澤西市一家猶太超市開火，數
百名警員、特警趕到現場，激烈的槍聲讓
原本寧靜的澤西市宛如戰場。

一個多小時的槍戰，造成六人死亡，
一名中彈的警員送醫後不治，兩名嫌犯中
槍身亡，還有尚未被證實身份的另外三名
死者。

澤西市市長 Steven Fulop說：“今天
對澤西市警局來說非常艱難，他們在很困
難的情況下仍然堅守職責。”

官方證實此次槍擊不是恐怖攻擊。
除了被擊斃的兩名嫌犯外，還有一名

嫌犯在逃。
附近12所公立學校都已經被封鎖，學

童被引導至安全區域。案件還在調查之中
。

雙胞胎兄弟情深雙胞胎兄弟情深 捐捐““整顆睾丸整顆睾丸”” 助助 ””無蛋男無蛋男””重振雄風重振雄風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醫療團隊日

前遠赴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做一個睪丸移植手術
。一名男子因為先天沒有睪丸，因此雙胞胎兄弟展現
兄弟情誼，決定捐出一顆睪丸，幫助他重振雄風。而
這個手術也是全球第3例成功移植睪丸的手術。

據《紐約時報》報導，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子
先天性沒有睪丸，無法擁有自己的孩子，不過他的同
卵雙胞胎兄弟卻早已育有子女，2人兄弟情深，因此
決定捐贈一顆睪丸給哥哥，並請專業的醫療團隊完成
這項艱難的手術。

這項手術邀請到任職於紐約西奈山醫院（New
Yorks Mount Sinai Hospital）性別重置專科的喬爾杰
維奇醫師（Dr. Miroslav Djordjevic）負責動刀，進行
過程可以說是分秒必爭，由於睪丸在沒有血液注入的
情況下只能存活4至6個小時，因此一旦醫生將睪丸
從人體上分離，就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將睪丸連接到4
條血管上面。雖然每接上一條血管預計要將近1個小
時，但醫療團隊卻僅花不到2小時時間就完成這項艱
難的手術，堪稱是不可能的任務。

術後，醫療團隊成員之一的泌尿外科醫師柯
（Dicken Ko）表示，2兄弟的狀況非常好。他也進一
步指出，由於患者與捐贈者為同卵雙胞胎，因此不會
怕兩者會出現排斥的情況，也是因為這樣，患者無須
服用免疫抑製劑。此外，這項移植手術能使患者的睪
酮素濃度比單靠注射更穩定，讓生殖器更加舒服，也
能幫助他生下孩子。

新澤西激烈槍戰：
宛如戰場 1警2嫌3平民共6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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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供稿】2019年12月7日晚
黃河合唱團的歌聲再一次唱響Hobby Cen-
ter ，為休斯頓觀眾獻上了第15場音樂會。

為了使曲目豐富多彩、體現黃河的多元
化，指揮莊莉莉精心選擇了風格迥異的中外
大合唱10首、小合唱5首，除了人所共知的
《彩雲追月》、《遙遠的小漁村》外，也向
觀眾介紹了用原文演唱的菲律賓民歌《粉色
香蘭》、從流行歌曲改編的《十八姑娘》、
《我期待》、《你是我所有的回憶》，還有
莉莉指揮的最愛《城南送別》和新編合唱
《彩虹》。女聲小合唱是黃河的招牌，這次
她們為觀眾獻上了用英文和意大利文演唱的
《祈禱》、拉丁文的《聖母頌》、德文-中
文的《乘著歌聲的翅膀》以及中國歌曲《春
雨沙沙》並再次呈上為徐志摩詩譜曲的《再
別康橋》；終場曲《永遠的朋友》和《普世
歡騰！哈利路亞！ 》把音樂會推上高潮。為
了滿足熱心的觀眾們，我們又返場了《彩虹
》。
除了合唱曲目外這場音樂會還向觀眾獻上了
數首中外經典器樂曲：與黃河同行多年的牟
笛演奏了舒伯特的鋼琴《即興曲》、崔迪許
暢的中阮獨奏《石林夜曲》、黃慧敏的古箏
獨奏《戰颱風》黃慧敏的古箏獨奏《戰颱風
》以及指揮莊莉莉（鋼琴）與她倆合作的深
受觀眾讚揚的《青花瓷》。薩克管獨奏
Kate Seo 加盟合唱亦是黃河的創舉。

為了不負眾望、把黃河的最佳演唱奉獻

給觀眾，指揮莊莉莉度過許多不眠之夜，精
心研究每一首歌並針對有多名新團員加入的
情況制定了更加有效的排練計劃；女聲小合
唱的13名團員更是克服種種困難，除了每
月兩次的常規排練外在最後一個月多次加練
；在團長裴彩雲帶領下，理事會全體成員任
勞任怨、辛勤工作，把每項工作認真落實，
黃河的家屬和朋友們也主動擔當起後勤及管
理工作，他們無私的奉獻確保了音樂會的順
利進行。

黃河的每一位團員都是合唱團的驕傲，
大家團結友愛、步調一致，演唱水平不斷提
高，基本達到了莉莉指揮的要求。為了能夠
更好地表達歌曲的感情、顯現歌曲的內涵，
指揮要求脫譜、背歌，只有這樣才能專注於
歌唱、準確體現指揮意圖。對於不再年輕的
大部分團員來說，這是一個相當艱鉅的任務
，何況還要背不同的語言！面對艱難，大家
戲稱“不得癡呆症！”還在工作的團員利用
上下班路途練歌，有的朋友做夢還在背歌。
有了大家的辛苦才有了觀眾聽到的歌聲。

最後我們要感謝每一位觀眾朋友，感謝
你們對黃河的厚愛，感謝你們多年來始終不
渝的支持，沒有熱心的觀眾，就沒有黃河的
今天！莉莉指揮已經在籌劃下一場音樂會了
，那將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更加精彩的音樂
會。過完節日、稍事修整後我們將投入新的
戰鬥，準備為觀眾朋友獻上第16場音樂會
。

人生路上踏歌行人生路上踏歌行
黃河合唱團黃河合唱團《《踏歌行踏歌行》》音樂會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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