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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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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房價依然上漲今年房價依然上漲
20212021房價會怎麼走房價會怎麼走

加州房地產經紀協會（Cali-
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13
日公布最新住房和經濟預測，低
利率和被壓抑的需求將推動2021
年加州房屋銷售，但新冠疫情和
持續的供應短缺，造成的經濟不
確定性，將限制銷售增長。

協會預測，明年獨立屋住宅
（single-family）銷售將小幅增長
3.3%，達到39萬 2510套，而2020
年的預計銷售數字為38萬60套。
與2019年售出39萬7960套房屋
相比，2020年的銷售量下降4.5%。

數據顯示，加州房價中位數
預計將在2021年上漲1.3%至64萬
8760元，而2020年則是64萬330
元，2019年是59萬 2450元。協會
主席 Jeanne Radsick 表示，低利
率環境和購房需求將繼續激勵符

合經濟條件的購房者進入市場。
儘管預計經濟將好轉，利率

將保持在歷史低點附近。但明年
住房供應的限制將繼續成為一個
問題，並可能限制2021年的銷售
增長。協會經濟學家表示，30年固
定抵押貸款利率的平均值，將從
2020年的3.2%和2019年的3.9%，
降至2021年的3.1%，按歷史標準
保持較低水平。

加州房地產經紀協會高級
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Leslie
Appleton-Young表示，雖然在
受高價房地產強勁銷售，和待
售房屋庫存限制的推動下，
2020年房價大幅上漲。但明年
的價格增長步伐將更加溫和。新
冠疫情的不確定性，緩慢的經濟
增長，法拍屋（foreclosures）的增

加，以及股市的波動都是未知因
素，這些因素可能會壓抑價格，並
阻止全州中位數價格在來年上漲
太快。（文章來源：
美 房 吧 ， mei-
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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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投資的稅務知識美國房產投資的稅務知識

當考慮到你家房屋的外觀時，房屋的景觀和油漆顏色可
能是首先想到的方面。但這裏還有另一個設計元素在起作用
，是一個很容易被忘記的元素，但如果處理得當，它可以讓你
的家脫穎而出，那就是你的門牌號。

皇家建築產品互動策略與設計總監克裏斯•斯溫特
(Kriss Swint)表示:“門牌號可能是房屋必要的外觀設計，但不
一定要很無聊。它們可以為你的房屋外觀增添一種價格便宜
的流行設計。”當然，城市街道的路緣上印著的數字，或者你
房子的前主人在50年前釘在門上的數字，肯定會讓人明白
這一點，但是它們看起來有點普通。請你繼續往下讀，你會發
現六種聰明的方法來刷新你的門牌數字設計，讓你的房子成
為街區第一潮流的引領者。

1. 把你的門牌號放在一個
漂亮的花盆裏

Fiskars的花園和庭院護理專家克裏斯•藍白屯(Chris
Lambton)說:“用一點木材和油漆，你可以創造一個既能種植
美麗花朵又能增加外觀吸引力的門牌號顯示器。”幸運的是，
你不必是一個DIY專家來實現這個外觀，你所要做的就是把
一個木制的花盆盒子粘在一些膠合板上，粘在你的門牌號上
，然後種上一些五顏六色的花，它是那麼容易製作。

2. 尋找可持續性
花不是每個人的選擇，所以最小的苔蘚可能是你的選擇

。Kobi Karp建築與室內設計的負責人科比•卡普建議說:“你
可以試著用可持續的苔蘚來包圍這些數字，這樣可以給房子

增加一點顏色和一種自然的氛圍。”這個選擇將給你的家一
個新的流行色彩，加強它的內置景觀！

3. 讓門牌發光
雖然大多數門牌號在白天都能看到，但一旦太陽下山，

就幾乎不可能看到了。不要讓你的客人在你家裏炫耀他們
汽車的燈光，而要用一種創造性的(有啟發性的)方式來顯示
你家的門牌號。卡普說:“激光切割的鋁板和太陽能白光led
照亮了暴露的區域，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現代和大氣的外
觀。”這個想法看起來會很好，去輪早上，中午，晚上都能看
到。

4. 給你的門牌號碼來個質感的處理
斯威特建議說:“如果你覺得有藝術感，試試手繪瓷磚

吧。無論是時尚和現代的風格，還是拋光錫，總有一款適合
你的風格。經過鍛造的古銅給人一種優雅的感覺。”

5. 翻轉的字體
也許這是讓你的前廊煥然一新最簡單的方法，改變門牌

號的字體。斯威特說：“從滾動樣式到無襯線字體，你的門牌
數字可以傳達從裝飾藝術到工藝品的風格，給你的門牌號碼
增加特色不僅能傳達個性，它還把你的地址變成了一件藝術
品。”現在就給你的臨時辦公空間添加一些簡單的數字，剩下
的唯一問題是你會選擇哪種字體。

6. 在你的車道或人行道上印上
大大的門牌號

沒有什麼比開車兜圈子更糟糕的了，試著去看路邊或前
門上的小門牌號碼，是模糊路2345號還是2846號？似乎有
點看不清。通過把門牌號做得大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
的意思是做得非常非常大。在你的車道或人行道上用大號印
刷體寫上你的地址，然後等著你的客人來感謝你。

想更進一步改變嗎？你可以通過引導你內心的技術領袖
，給你的門牌號碼設計一個真正的驚喜因素。卡普說：“我們
過去使用的一個比較創新的設計是把門牌號印在人行道上，
然後加上太陽能照明系統，讓它看起來科技含量很高，但實
際上製作起來很簡單，而且外觀很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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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什麼要申請稅號，稅號有什麼用？
稅號是每年報個人所得稅（income tax）必須要有的一

個號碼。美國當地居民是以他們的社安號作為稅號。外國人
則可以向國稅局（IRS）申請稅號。

2.申請稅號需要什麼材料？
申請稅號需要向會計師提供護照原件（包括護照頁，美

國簽證頁（VISA）及入境日期如有），申請人中國郵寄地址及
郵編。申請人如果不能與會計師直接見面認證護照，可以通

過視頻認證。然後將護照複印件及相關材料email給會計師
，會計師準備好表格由客戶簽字後寄給IRS（國稅局）。

3. 房產在夫妻雙方名下，夫妻雙方均不
是美國居民，怎麼報稅?

因為外國人在美國報稅，夫妻必須分著報，不能合報。所
以房產在夫妻名下，有兩種方式可以：第一種是把房租收入
和相關費用平分。因為房產共同擁有，夫妻每人都報稅第二
種是夫妻選擇一人報稅。把房租收入和相關費用都放在一
個報稅人的名下，另一方不用報稅。

4.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是多少？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是根據收入的多少以及婚姻狀

況來劃分等級的。
如2020年具體稅率請見右表

5.銀行開戶的費用，簽證的費用，可以
減稅嗎？

可以，只要是與你出租房有關的費用，都可以減稅的。
房屋保險支出，經紀人的出租傭金，管理費用支出，房屋維
修，房地產稅，貸款利息，房產的折舊，等等與出租房產有關
的個項費用都可以減稅。

6.坐飛機去美國買賣房產，交通費用可
以減稅嗎？

到美國買賣房產，交通費用是可以減稅的，但要看具體
的行程。如果來美10天，只有兩天是與房產有關的，那要按
比率算出買賣房產的具體費用，用來減稅。（（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美房
吧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66種顯示門牌號的新方法種顯示門牌號的新方法

【【房產知識房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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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買房子的產權歸屬買房子的產權歸屬？？
值得深思熟慮值得深思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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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必然要涉及到產權，那麼房子應該買在誰的名
下？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知道有哪些名字可以用來買
房。一般說來分為四類：個人，聯名，公司，信託。各人就是一
個人，也就是買在一個人的名下；聯名就是幾個個人一起買，
也稱partnership；公司和信託需要一定的費用，註冊成立。

美國房子應該買在什麼名下？要從三個方面來考慮。

一、資產保護
所謂資產保護是指你買在名下的資產。比如房子，在法

律意義上不會由於外界的因素而喪失或者減少。假如由於某
些原因，有人對你提出了訴訟，還有孩子的婚姻發生變化了，
等等。這些諸多原因發生了，但你的資產仍然完好無損，則可
以說你的資產就得到保護了。對於一些高風險的職業以及考
慮子女婚姻風險的人士來說，資產保護尤為重要。

二、稅務減扣
名字的不同，產生的稅務問題也不同。在房產投資方面，

主要需要考慮所得稅（income tax），資本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和房產稅(property tax)。所得稅和資本增值稅有時
是相關聯的，在稅法規定的前提下，合理降低稅務，是每個投

資者應該也必須追尋的。

三、傳承流暢
美國房產投資以集聚大量房產的投資組合

（property portfolio）為工具，利用時間來致富，而不
是買了之後賣掉，賣掉之後再買，這樣的操作。所以
將來地產組合的傳承，是一個重要的需要考慮的問
題。能夠在傳承過程中不引起額外的稅務問題和其
他成本。

簡而言之，資產能夠得到保護，稅收能夠減少，
傳承非常流暢的名字就是我們需要的好名字，房子
就應該買在這些名下。當然每個人的情況各不相同，
每個人的需求也各不一樣，但是總有一種名字會適
合自己的。

必須知道幾個重要名詞
要完整的解析資產保護，稅務減扣和傳承流暢，

你必須知道幾個重要名詞：所有權，控制權，收益權，
以及這三個權的傳承。

假如你有一套房子並且買在你自己的名下，那麼這個房
子是你的，也就是你擁有這個房子，也就是這個房子的所有
權是你的；你可以決定是租出去，還是賣掉，也可以裝修，或
者空著，這些決定和行動全是由你來做的，則你還具備控制
權；假如房子租出去了，你有租金了；假如房子賣掉了，你有
收入了，這些收入都歸你了，則你有了收益權。

如果你把房子賣了，則你把所有權讓出去了，那你跟你
關聯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也都轉移了；如果你把房子過戶給家
人了，一般則說你把資產傳承了。資產保護與所有權直接掛
鉤。

如果一樣東西是你的，當你欠了別人什麼或者別人訴訟
要求你什麼的時候，則你的也就是你擁有的一定被法律上要
求來賠償或者補償的；但是當一樣東西在法律意義上不是你
的，則誰也追究不到，這就是法律意義上的資產保護，而不是
平常意思上的保險的概念。

收益權涉及到稅務，只要你有收益了，
那怕是負的收益，則都會涉及到稅務問題，
所以弄清楚收益權是解決稅務問題的關鍵。
控制權在房產投資上更為重要，是它來決定
誰所有，誰收益，是它來控制整個地產投資
組合。地產投資最重要的不是擁有，而是控
制！

下面我們從這三權以及它們的傳承來
分析各種名義買房的優缺點。

個人擁有
可以說大部分買房的人都是把房子買

在個人的名下或者聯名的名下。因為它簡單
，成本低，而且順理成章。

所有權
買在個人名下，則所有權就是個人的。

由於所有權是自己個人，則如果自己個人遇

到任何訴訟，比如房客在你房子裡受傷了訴訟你等，或者
你的職業導致你被訴訟，比如醫生等，則在你名下的所有
的其他房產都會暴露在這個訴訟之下，負有連帶責任。如
果一個資產不夠的情況下，可以追溯到你名下的其他資產
。尤其是當你房產下跌成負資產，而你想把它處理掉的時
候，這就成了更大的問題。

控制權
買在各人名下，則控制權當然歸你各人，所以你自己

決定這個房子的買賣，租賃等事宜。

收益權
買在各人名下，則收益權歸你自己。房子出租了，則租金

減掉利息等成本之後的淨收入會歸入你個人的收入中報稅。
如果租賃淨收入是正的話，則加入到你的個人收入後會增加
你的稅負；但如果租賃淨收入是負的話，則可以減扣你的個
人收入，減少你的稅負。如果你把你的投資房賣掉了，則增值
的部分需要交納資本增值稅。

傳承
當你把所有權傳承給子女的時候，會涉及遺產稅，遺產

稅免稅額是500萬美元。

聯名擁有
聯名基本上和個人一樣。聯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joint

tenancy（聯合共有），另外一種是tenancy in common（一般
共有）。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Joint tenancy中的一方去世之
後，產權會自動轉移給另外一方；而tenancy in common則
是一方去世了，則產權是轉移給去世的一方的家人。所以一
般夫妻或者家人關係會用Joint tenancy，而非夫妻關係的合
夥人則用tenancy in common。

所有權
聯名名下的資產是在不同的個人名字名下，所以資產也

歸這些個人所有。個人如果遇到法律問題，則都可以追溯到
這個資產，沒有資產保護。所有權的多少可以在產權上注明
比例，所有權的行使分配就按照這個比例。

控制權
如果是Joint Tenancy，一家人控制，商量著辦，比較容

易處理。Tenancy in common 則一般按照以出資比例確定
的產權股份比例來確定控制權，股份多的人說了算。

收益權
這個產權形式是按比例的，所以收益權也是按所有權的

比例來分配的。(續下頁)

刘特佐曾被称为“亚洲盖茨比”，然而后来

人们发现他很可能是“马来西亚和珅”……

一桩世纪丑闻，最近又出“新番”了。

据悉，高盛银行已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将支付20亿美元（1美元约合7元人民币）以免

除高盛在一马公司案件中的刑事定罪。仅仅3个

多月前，同样因为一马公司案件，高盛已同意向

马来西亚政府支付39亿美元和解金。

而让高盛深陷泥潭、赔个底儿掉的人，正是

江湖上的一代“奇葩”——刘特佐。

他曾被称为“亚洲盖茨比”，在美国挥金如

土，8个月狂砸8500万美元，开派对、买豪宅、

追女星，米兰达· 可儿、帕丽斯· 希尔顿、萧亚轩

都曾与他约会。

然而后来，人们发现他很可能是“马来西亚

和珅”，名下只有无数空壳公司，却一步步买通

金融圈和政治圈人士，卷走马来西亚国库数十亿

美元，连前总理纳吉布也被拉下了水……

“亚洲盖茨比”疯狂烧钱

2010年前后，长着娃娃脸、身材略肥胖的刘

特佐突然就在美国名利场冒头了。

他一掷千金搞派对，不惜代价也要吸引网红

名媛帕里斯的注意。靠着疯狂砸钱，他最终赢得

佳人芳心，上演了一段惊呆“吃瓜群众”的恋情

。

然而人们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不过是刘特佐

“猎艳之旅”的第一枪。

他还买下报纸头版向萧亚轩表白，在迪拜花

费千万与她约会——亚特兰蒂斯海滩度假酒店、

劳斯莱斯房车、私人飞机、专属乐队、定制珠宝

、漫天烟花……啥烧钱就用啥。“恋爱小天才”

萧亚轩都惊了，不过最终没答应和他谈恋爱。

他甚至差点成为名模米兰达· 可儿的未婚夫

。两人在一起时，他前前后后给可儿送了800万

美元的珠宝首饰，12克拉的心形大钻戒、11克

拉的钻石耳环、9克拉的吊坠……因为可儿喜欢

音乐，他就专门从荷兰水晶音乐公司买了一架透

明钢琴。

此外，刘特佐和小李子的私交不错，因此也

动不动就给他来个大礼，比如投资他主演的《华

尔街之狼》，送他价值320万美元的毕加索名画

。

最绝的是，为了安慰小李子没拿到奥斯卡小

金人，刘特佐斥巨资买下了马龙· 白兰度的奥斯

卡奖杯送给他……

令外界咋舌的奢靡生活，对刘特佐来说似乎

平平无奇。

2012年底，他办了个跨年派对，租下一架波

音747，带着40个朋友和模特飞到澳大利亚狂欢

和赌博。在午夜钟声敲响时，他们坐上飞机，15

个小时后到达拉斯维加斯，相当于又跨了一次

年。

据报道，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 6月，8个

月的时间里，刘特佐和他的派对伙伴在酒精、

赌博、租用私人飞机和超级游艇、支付模特和

好莱坞明星的费用上挥霍了8500万美元。

那么，拥有如此“钞能力”的刘特佐，到

底是什么来头呢？

1981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刘特佐，的确是

个富二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家族经

营着大马综合工业集团。但说实话，这些钱并

不足以支撑他过上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刘特佐看来，自己多金的秘诀在于“在正

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与合适的人交际，并建

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这一点的确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6岁那年，刘特佐被父亲送进了英国享有

盛名的哈罗公学。在这里上学的，不是王室后

代，就是贵族豪门，最不济也是个富二代。

正是在英国，他结识了里扎· 阿齐兹——马

来西亚政治家纳吉布的继子。此时的刘特佐还不

知道，里扎日后将是他改变命运的关键人物。

从哈罗公学毕业后，刘特佐选择前往宾夕法

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书，这也是特朗普的母校

。在这里，他继续发挥自己的社交技能，认识了

来自中东、东南亚的权贵同学们，使他们成为自

己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2006年，刘特佐第一次将这些社会关系变现

了——他为一位朋友买下了一栋8700万美元的公

寓楼，事后他拿到了不菲的抽成。自此，他开始

当起了各种“中间商”。

但野心勃勃的他并不满足于此。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好友里扎的继

父纳吉布当选了马来西亚总理。

同年，纳吉布成立一马公司——该公司由马

来西亚财政部出全资，当时宣称的目的是通过各

类全球合作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发展马来

西亚经济。

或许是凭借和里扎的关系，刘特佐顺利当上

了该公司的非正式顾问。

随后，高盛银行登场。彼时，2008年金融危

机刚刚重创美国和欧洲市场，高盛将目光对准了

马来西亚。自然而然，背靠国家的一马公司就走

入了高盛的视野。

2012年和2013年，高盛帮助一马公司向投资

者发行债券，筹集了65亿美元，而高盛从中收

取了6亿美元手续费。这个收费水准远高于常规

收费，外界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果不其然，随后一马公司被爆出贪污洗钱的

丑闻。有人怀疑一马公司的钱款都流向了总理纳

吉布一家的私人账户，还有人怀疑和总理一家关

系匪浅的刘特佐，在美国疯狂撒钱其实就是为了

洗钱。

但随着2013年纳吉布以微弱优势获得连任，

丑闻不了了之。刘特佐继续快活，可怀疑的种子

就这样埋在了马来西亚民众心中。

纸终究包不住火。

2018年，纳吉布败选，成为了前总理，针对

他的调查正式开启。他和妻子被禁止出境，警方

搜查了他的几处住所，结果令人震惊——

567个名牌包（其中272个是爱马仕）、423

块名表、25袋黄金、几千双名牌鞋、12000件珠

宝……这些东西总价值约合 18亿元人民币，光

是理清数目，就花了150个工作人员36天时间。

瞠目结舌的人们回过神来找刘特佐时，才发

现他早已不知所踪。

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来西亚检方认为，一马

公司案件背后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截至

2016年1月，一马公司的负债已高达130亿美元。

为啥会欠这么多钱？

据美国司法部调查称，2009年至2014年间，

一马公司的高管及其同伙从中挪用了大约45亿

美元。仅2012年、2013年通过高盛发债募集到的

65亿美元，其中就有27亿美元被刘特佐等人挪

用。

这些钱流向了不同的私人账户，流向了拉斯

维加斯的豪华派对，流向了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工

业，流向了那些女人手上的珠宝、名牌包……

总之，和发展马来西亚经济、改善国民生活

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时间，一马公司成为诸多国家的腐败和洗

钱调查对象。除了幕后的刘特佐、台前的纳吉布

陷入漩涡，高盛、《华尔街之狼》的制片公司、

来自中东的基金和石油公司纷纷被波及。

以前收刘特佐礼物收到手软的明星们，也不

得不把那些价值不菲的东西上交给司法机构。

站在风暴中心，纳吉布和刘特佐还在互相甩

锅。

去年4月，纳吉布受审时拒不承认自己贪污

的罪名，并通过代理律师表示，自己对所有一马

公司被窃取国家财产的事情毫不知情，是被刘特

佐和他的同伙欺骗，自己也是受害者，是无辜的

。

不过今年7月底，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

判决认定，纳吉布受指控的滥权等7项罪名全部

成立，数罪并罚，判12年监禁，并处以罚金2.1

亿林吉特（约合3.5亿元人民币）。纳吉布表示

自己会尽快提出上诉。

另一边，不敢露面的刘特佐则在接受采访

时辩称，自己只是一马公司案的“中间人”

， 负有更大责任者另有其人。他还表示，自

己是最容易被“推下水”的目标，因为他不

是政治人物。

去年 10月，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称，被通

缉的刘特佐愿意提供接近10亿美元的赔偿资产

，已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没收清单里写满了市

值过亿、遍布曼哈顿和比弗利山的顶级豪宅。

可即便用这么多东西换取和解，刘特佐依然

一口咬定自己无辜，表示：“这并不代表任何一

种形式的认罪。”

时至今日，刘特佐的行踪依旧是谜。此前，

新加坡《海峡时报》对刘特佐进行了电邮采访，

他自称已于去年8月获得欧洲某国的庇护，但他

拒绝透露自己目前身在哪个国家。

风光过后徒留一地鸡毛，也不知这个惊天大

案何时能迎来完结篇……

“亚洲盖茨比”的疯狂烧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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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擁有
(接上頁)也有很多人把房子買在公司名下。相對來說買

在公司名下，貸款稍微複雜點，但還是沒有問題的。

所有權
買在公司名下的房產歸公司所有，而公司歸股東所有。

但是公司不同於個人和聯名，不是自然實體，而是法律意義
上的實體。由於公司一般是有限責任公司，所以在公司名下
的資產具備一定的保護。也就是說如果公司下面的物業或者
業務發生了訴訟等問題，最多只能追究到這個公司裡面的資
產，而不會超出該公司的範圍。然而，如果個人的其他資產或
者職業發生訴訟等問題，你又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和董事，則
當其他資產不夠的時候，也是可以追溯到這個公司的。簡單
的說，對公司的訴訟只限於公司裡面，但公司外面的股東的
訴訟有可能會追到公司裡面。所以公司具備資產保護，但有
一定的限度。

控制權
公司名下的資產由公司來控制，而公司是由董事來控制

，董事是由股東來控制，而董事一般本身就是股東。所以如果
你把房子買在你的公司下面，那麼房子的任何事情還是由你
來處理和控制。

收益權

買在公司名下的房子歸公司所有。房子所有的收益
也歸公司所有。由於公司是法律和稅收實體，有自己的稅
率，所以，房子的盈利和虧損，也就是歸於公司的盈利和
虧損。房子的淨租金收益，房子的資本增值收益，都是按
照公司所得稅的稅率來計稅（通常比各人所得稅的比例
高）。股東的來自公司的收益以主要以分紅，董事費用，還
可以工資的形式提取，變成個人收入之後加上個人的其
他收入，以個人稅率計稅。如果來之公司的收益是公司稅
後的，則有一個稅務調整。

傳承
公司的傳承非常簡單，只要填一張表，更改股東和董

事就很容易解決了。

Trust (信託)
信託分很多種，家庭信託是家庭常用的一種形式。信

託主要有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一是trustee, 也就是信託
管理人或者是控制人。二是信託本身，trust。第三是收益人，
beneficiary。信託是美國富人常用的一種商業工具。

所有權
買在信託下面的資產的所有權歸信託本身，也就是說

裡面的資產不歸個人，也不歸公司，儘管個人和公司會成為
信託的管理控制人，儘管這些資產名義上在個人或者公司
的名下。信託裡面的資產唯一屬於信託本身，但是信託本身
不是一個商業實體，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經營實體，不會接受
任何法律訴訟，因此在它裡面的資產會得到很好的保護。如
果你個人受到訴訟，則不可能追到裡面。如果你給你孩子們
住的房子在信託裡面，他的婚姻出現問題了，這個資產將不
會被分走。可以說在資產保護方面，信託是最好的。

控制權
信託的控制人是trust-

ee,也就是信託管理人也稱
控制人。信託管理控制人可
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公司。

收益權
在信託裡面的資產的

收益歸信託本身，儘管信託
需要報稅，但信託不是稅務
實體，沒有稅率。信託裡的
收益只是暫時在裡面，年終
將會被分配給信託的受益
人，或者留到下年，但留著
需要交納不分配的處罰納
稅。當受益人從信託裡面獲
得收入之後，加上受益人的
其他收入，一塊按照個人所
得稅的方法計稅。對於信託
裡面有很多房產和生意資
產的人來說，信託是一個避
稅的好工具。

傳承
信託的整個運作和分配是由信託管理控制人來控制的，

所以只要把控制人更換就可以達到傳承的目的。由於房產實
際上是寫在信託控制人（Trustee）名字上的，因此，如果
Trustee是個人，則傳承會引起費用和麻煩。但是，如果Trust-
ee是公司的話，那情況就會非常簡單。你可以通過更換公司
董事的辦法，來更換公司控制人，從而達到控制信託，傳承信
託的目的。信託是典型的三權分立的商業形式。對於資產保
護和高收益的合理避稅有較大的好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種名字各有利弊！當你需要付
扣稅的時候，個人和聯名比較適合；當你注重資產保護的時
候，信託最好，公司次之；當你有大量收益並有子女可以分享
的時候，信託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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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子的產權歸屬買房子的產權歸屬？？
值得深思熟慮值得深思熟慮！！ (下)



AA55房地產現況5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20年11月9日       Monday, November 9, 2020

假广告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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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I/房地產專日/201104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20202020年美國對中產階級最好年美國對中產階級最好
和最糟的和最糟的1010個州個州

時代洪流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購買海外房產。
那麼沒有綠卡能否購買海外房產就是大眾所關心的問

題！
任何外國人都可以在美國買房子。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是歡迎外國人在美國投資或購置房產，在買房方面幾乎沒
有任何的限制。同時，法律透明公開，購房程式要比其他國家
相對簡單明瞭。任何人都可以購買美國房產，只要你擁有中
國護照，你就可以完成購房交易，即使你沒有美國簽證，也可
以通過傳真完成交易。

雖然瞭解到沒有綠卡對投資海外房產沒有影響，但由于
外匯政策收緊或需要更多流動資金，並不能實現全款購買，
這時貸款買房就可以很好地幫助投資者解決問題。

沒有綠卡在美國貸款買房，又需要瞭解哪些基本信息呢
？

貸款利率
海外無綠卡買家在美國貸款買房的利率通常高于美國

當地人。
一般年數越低利率越好，30年房貸的話，利率應該在

3.5%以左右。通常浮動利率好過固定利率，浮動利率有3年、
5年、7年或10年浮動之分。目前美國房貸的利率很低，從長
期角度看前5年的微弱優勢很容易會被抵消掉,還是固定利
率貸款比較划算。如果有較長時間和較好的信用積累，
有助于拿到較低利率。在美國借房貸比較容易，而且利
率也比較低

貸款買房周期
投資者在美國申請貸款周期會比較長，因為這個

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看房選房時間長短、做決定的速
度、拿到貸款的時間等等。如果在紐約買房是貸款買房
，從簽合同到交房一般需要3個月的時間。如果是在加
州或德州購房，從確定房源到完成過戶一般都需要30
天-60天。

美國貸款步驟
1. 選擇放貸機構（貸款經紀人或商業銀行）
2. 比較利率和期限後，確定房貸機構。
3. 獲得接受買家和財務和身份證明資料的放貸機

構的預先資格
4. 抵押貸款公司進行房產評估以確定價值（（文章來源文章來源：：

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美國有50個州，一份最新報告顯示，美
國一些州比其它州更適合中產階級。其中對
中產階級最好的州是猶他州，最糟糕的州則
是紐約州。

10月13日，SmartAsset發表了一項研究
，對美國所有5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進行排名
，找出2020年哪個州是對中產階級最好的州
。

該報告稱，中產階級的定義是“家庭收
入大約是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二至兩
倍”。

根 據 皮 尤 研 究 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資料，在2018年，擁有中產階級收
入水準的人約占美國成年人口的52%。

根據SmartAsset的說法，中產階級也面
臨工資下降、日常消費和住房費用增加的苦
惱。但基於不同州的情況，中產階級的負擔
也有所不同。

在報告中，SmartAsset分析了七個測量
指標，包括中產階級家庭的百分比，根據生
活成本進行調整的中位數家庭收入，以及家
庭收入中位數的四年變化等。

該報告還根據各州的房價中位數、房屋
擁有率，過去四年的中產階級就業增長和基
尼係數進行了研究，基尼係數是“收入不平
等的統計指標”。

在比較各州情況之後，SmartAsset制定

了一份對中產階級最合適和最不合適的十
個州的清單。調查結果發現，對中產階級最
好的排名前10的州中，有五個位於中西部。
在去年的排名中，排名前10的州中有六個位
於中西部。

猶他州排名第一，愛達荷州排名第二。
這兩個州連續兩年位居榜首和第二名。

今年，排名前10位的州中，明尼蘇達州、
南達科他州、愛荷華州、內布拉斯加州和威
斯康辛州屬於中西部州。去年排名第五的印
第安那州今年跌至第18位。

新罕布什爾州和科羅拉多州在今年的
排名中上升。這兩個州在多個指標上均取得
進步，位居前十名。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生
活成本調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新罕布什爾
州從去年的約70,600美元增至今年的近73,
300美元。科羅拉多州的漲幅更大，從去年大
約69,800美元增加到今年的近75,700美元。

以下是根據SmartAsset的資料，2020年
對中產階級最好和最糟糕的10個州，排名包
括華盛頓特區。

美國最適合中產階級的州
1. 猶他州

猶他州中產階級家庭比例最高，而收入
不平等率最低。2019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

該州有54.6%的家庭年收
入 在 50,000 美 元 至 149,
999美元之間（約等於全國
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
二至兩倍）。

2. 愛達荷州
從2015年到2019年，愛達荷州家庭收入

中位數增長了約26%，是所有州中最高的，
從約48,300美元增至近61,000美元。

3. 明尼蘇達州
鑒於明尼蘇達州生活成本低於全國平

均水準，研究發現調整後的家庭收入中位數
接近76,500美元，排名第五。此外，將近72%
的明尼蘇達州人擁有房屋或公寓，這一指標
在前10名中是最高的，在全美是第三高。

4. 南達科他州
在2015年至2019年之間，該州家庭平均

收入在30,000美元至70,000美元之間的數
量增長了36%以上。

5. 愛荷華州
愛荷華州房屋價格相對便宜。2019年房

屋中位價為158,900美元，整體排名第九低。
由於房價較低，許多居民擁有房屋或公寓，
而不是租房。2019年愛荷華州房屋擁有率為
70.5%，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六個百分點以
上。

6. 新罕布什爾州
新罕布什爾州在四個指標上均排在前

五位：中產階級家庭百分比，房屋擁有率，基

尼係數和根據生活成本進行調整的家庭收
入中位數。

7. 內布拉斯加州
考慮到相對較低的房價，內布拉斯加居

民可能更快地成為房屋所有者。

8. 科羅拉多州
在2015年至2019年之間，該州家庭收入

中位數增長了近21%，在前10名中排名第三
，在總體上排名第十。

9. 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約有一半家庭的年收入在

5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之間，排名第五高
。

10. 華盛頓州
在2015年至2019年之間，該州家庭收入

中位數增長了近23%，前十名排名第二高，
總體排名第四。

美國對中產階級最糟糕的州
1. 紐約州
2. 路易斯安那州
3. 康涅狄格州
4. 新墨西哥州
5. 奧克拉荷馬州
6. 密西西比州
7. 德克薩斯州
8. 華盛頓特區
9. 北達科他州
10. 賓夕法尼亞州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沒有綠卡如何在美國購買房產沒有綠卡如何在美國購買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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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路权：
莫让出行成“闯关”

“在这种路况下骑车，和‘闯关’没什么区别！”
早上 8 点，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小潘走出地铁站，打开手机

APP，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准备骑往公司上班。
地铁站到公司的路程不长，但要跨越的“关卡”不少！骑行

路上，小潘既要躲闪行人，又要应付“逆流而上”的车辆，还必
须学会与机动车“贴身肉搏”的本事。“很多机动车行驶在自行
车道上，我只能从车流和人行道之间的‘夹缝’中穿过，必须
小心谨慎。”小潘告诉本报记者。

小潘这样的骑行者有烦恼，许多步行出门的市民也面临着类
似的问题。“车辆霸占人行道这种事很常见。”北京的王女士直
言，许多自行车、快递车直接停在人行道上。“尤其是在小区周
边，人行道本来就窄，车辆横在路中间，行人只能绕着走。”

类似的场景，我们身边并不鲜见。比如，自行车道被机动车
挤压成了“一线天”，有的路段甚至直接变成了汽车停车位；人行
道时常被“侵占”“征用”，行走时要对横冲直撞的自行车、电动
车左躲右闪；车道划分粗糙、人车混杂，交通秩序混乱……

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象，不仅让自行车和步行者陷
入“无路可走”的窘境，而且严重干扰交通秩序，造成不少安全
隐患。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驾驶机动车容易拥堵。近年来，一些
地方的非机动车道也变得堵塞不堪。

背后的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截至2020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3.65亿辆，其中汽车2.75亿辆。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去年底
已近4亿辆、电动自行车近3亿辆，共享单车日均订单量目前超过
4570万单。

大量机动车、非机动车涌入城市道路，不仅造成道路局部拥
堵，还带来了车辆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道、盲道等问题。与此同
时，一些城市的道路规划设计不尽合理，公交车专用道较少、自行
车道连贯性差、人行道上有障碍物等各种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75.6%的受访者认为“停车占用道路等问

题影响了出行体验”，认为“时常被机动车侵扰”和“非机动车道
较窄”的受访者分别占比 60.3%、56.0%，还有 35.7%的网友表示

“有些道路并未设置非机动车道”。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城市为追求出行效率，盲目拓宽机

动车道、建设城市快车道，“汽车优先”成了道路交通心照不宣的
潜规则。相比之下，步行、骑行等出行方式却面临路权缺乏保
障、配套设施不足等现实难题。因此，维护这部分出行者的路权
显得尤为重要。

转变观念：
从“汽车本位”到“人本位”

什么是路权？
不妨来看这样一个场景：在一条城市道路上，车辆行人往来

穿梭。无论是步行人、骑行者，还是机动车驾驶员，这些交通参
与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享有进行交通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
路权。

北京建筑大学交通工程系林建新副教授在参与北京市东城
区慢行交通规划过程中，跑遍了东城区的大街小巷。他在调研
中发现，行人和骑行者的路权之所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城市道路在规划设计时受‘汽车本位’观念的
影响，没能充分考虑行人和骑行者的出行诉求”。

在“汽车本位”观念的指导下，关注焦点更多指向机动车的
交通顺畅。但是，当道路空间分配、交通管理等方面向“四个轮
子”倾斜，行人和自行车却要处处给汽车“让路”时，显然忽视
了部分出行人群的正当权益。

可喜的是，这一情况正逐步得到改善。
为保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路权和安全，北京市有关部门日

前发布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标准》不仅将各级城市道路两侧设置人行道和非机动车
道等作为强制条款，而且强调既有道路不得通过挤占人行道、非
机动车道方式拓展机动车道，已挤占的应恢复。

《标准》还有针对性地设置了许多维护行人和自行车路权的具
体规定。比如，针对“迟迟不变绿的红灯”，“过街行人的等候时

长不宜大于90秒”；为解决自行车停车空间不足问题，“轨道交通
车站、交通枢纽、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等自行车停车需求较大、地
面空间不足的，首先应取消周边50米至100米范围内占路机动车
停车泊位，用来设置自行车停放区”等等。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副所长盖春英深度参
与了《标准》的制定工作，她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传统上的
路权优先原则是“汽车本位”的，“但现在我们明确提出，我们的
优先顺序是行人、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这是一个最大的
突破。”

观念上的突破并不限于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道路不光
是供机动车行驶的，还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活力之源。比如，上
海曾发布《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等文件，以塑造安全街道、绿
色街道、活力街道和智慧街道为目标，推动道路设计理念从“主
要重视机动车通行”向“全面关注人的交流和生活方式”转变。

“有时候，观念上的转变比技术上的进步更重要。”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分院学委会主任赵杰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
城市转变规划设计理念，将会形成示范带动效应，不断优化和改
善交通环境。

“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正在经历从‘汽车本位’到‘人本
位’的转变。”林建新总结。

打通微循环：
为慢行交通者“让路”

“有自行车专用道，骑着惬意！”
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道自去年开通后，就迅速成为城市里

的“新晋网红”。在这条全长6.5公里、净宽6米的自行车道上骑
行，没有汽车干扰，也无需担心行人。不仅解决了居民们的通勤
出行难题，也成了许多骑行爱好者的“打卡地”。目前，这条自行
车专用道的总骑行量已突破240万人次。

这种设置独立、封闭的自行车专用道，正受到越来越多市民
的欢迎。但对于一些交通量较大的城市中心区而言，改造道路、
小修小补更为现实。那么城市道路设计如何逐渐向慢行系统倾
斜，把更多的路权还给骑行者、行人？赵杰认为，可以从“做优
存量”“拓展增量”这两方面着手。

“做优存量”不难理解。比如，《标准》中提到的“既有道路
不得通过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方式拓展机动车道”“城市道
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应按车行道设计，且不得与人行道共板设
置”等规定，都是“做优存量”的积极举措。不过，仅仅“做优
存量”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拓展增量”。

怎么拓展？在赵杰看来，城市道路并不局限于马路、人行道
等概念，绿地、小区、广场等城市空间同样有“拓展增量”的潜
力和资源。

“城市绿道不仅是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的绿色开敞空间，还兼
具着市民绿色出行的功能。”赵杰告诉记者，很多绿道的设计更多
考虑健身休闲需求，而非交通便利程度，导致与交通系统的连通
性不够。“未来可以尝试将绿道纳入到步行、自行车道系统里，满
足通勤交通的需要，充分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率。”赵杰说。

记者注意到，《标准》 专门规定：“新建居住区应推广街区
制，建设开敞式小街区，不应建设封闭小区、大院。已经封闭的
小区，大院宜对行人和自行车开放。”在赵杰看来，如果小区的

“围墙”能够打开的话，很多生活中的小路都可以利用起来，方便
人们交通行走，真正打通街道的微循环。

林建新提到“互联网+交通”的概念。他告诉记者，“小区里
的一些道路可以尝试纳入到手机导航系统当中，让更多步行者将
城市里的‘毛细血管’利用好。”

在保障行人和骑行者路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于非机动化
出行方式的规范。生活中，电动车、自行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道穿
行，行人不看交通信号灯过马路等现象仍然不时出现。“我们在保
障行人和骑行者路权的同时，也要注意对不文明交通行为的规
范、管理和整治。”林建新说。

随着慢行交通者的路权保障措施不断完善，城市空间规划设
计持续改进，将引导人们更多地采用步行、骑行等出行方式，塑
造出更加合理的交通出行体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
步行或骑行等慢行交通手段作为日常
出行方式，慢行交通者的路权问题也
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赋予行人、自行

车与机动车相同的道路通行权利，
为步行和骑行者打造安全又舒适的
出行环境，减少不同车辆间的争道
冲突，成为许多城市必须正视的一
道课题。

保障慢行交通者的路权

让步行愉悦 让骑行安全
本报记者 姜忠奇 王晶玥

北京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是北京首条专门服务于自行车通行的道路。图为市民在自行车
专用路上骑行。 任 超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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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通

过对全球海滩度假行为的分析，发现

“全球最喜欢在海滩上裸晒”的头衔往

往花落欧洲，德国曾连续数年霸占榜首

位置，奥地利2016年首次获得桂冠，其

中约1/3的奥地利受访者表示自己喜欢

在沙滩全裸，他们认为全裸可以使自己

保持自然的状态，如果配上一杯冰镇啤

酒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超乎想象的全裸滑雪场

自由的裸体文化在德语中简称为

FKK。在奥地利的裸体区域都会印有

FKK的标志，在这里没有换衣间，裸体

文化的追随者们会自然地脱下衣物，躺

在岸边进行日光浴。

奥地利的首个裸体滑雪场坐落于著

名的达赫施泰因山脉的滑雪胜地克利本

施泰因。这里的裸体滑雪场建成于2005

年，滑道总长约4公里，高度为1700米

。因坐落在一块洼地之中，整个雪场相

当隐蔽，来这里滑雪完全不用担心外面

游客的偷窥。

与其他滑雪场在每年12月底就进入

滑雪季不同，裸体滑雪场在寒冷的月份

并不开放，真正开放的时间是每年的3

月中到4月底之间。这时，气温有所上

升，日照也比较充分，滑雪者也无须担

心裸体滑雪会着凉。实际上，经常滑雪

或者滑冰的朋友们肯定清楚，运动过程

中产生的热量足以让身体抵御寒冷，反

而由于积雪反射阳光，可能会晒伤皮肤

，因此，滑雪者在裸体滑雪之前务必要

涂上一层厚厚的防晒霜，以免晒伤。

裸体滑雪场设有一处专门的更衣室

，滑雪者需要在这里脱个精光，但是滑

雪教练说也会有体验者在最后一刻没能

克服心理障碍，选择了放弃。不过，虽

然滑雪场里不能穿衣服，但是穿鞋、戴

帽子、手套和围巾则不会被限制。一位

曾经体验过裸体滑雪的爱好者表示，在

裸体雪场中滑雪让人感觉十分刺激，仿

佛全身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希望更

多的朋友能来体验裸体滑雪的乐趣。这

个每年只开放1个多月的滑雪场，在其

他季节里会成为裸体徒步登山线路，因

此也就不用担心资源浪费了，只不过是

换一种方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独一无二的裸体婚礼

近年来，裸体婚礼在崇尚返璞归真

的裸体发烧友中流行起来。在婚礼前，

新人往往会事先同宾客们进行沟通，讲

清楚婚礼现场的要求。通常情况下，新

人会赤裸身体出席婚礼，而宾客则可以

自由选择是否裸体出席，婚礼现场设有

更衣室，用来存放宾客的衣物。

此前，奥地利一对新人为了能让自

己的婚礼永生难忘，选择了大胆的裸体

婚礼。在婚礼当天，新郎和新娘率先乘

车前往现场化妆并进行准备工作。随后

，二人在伴郎和伴娘的陪同下，赤条条

地走进了已经坐满宾客的典礼大厅，此

时的新娘只穿了一条肉色的丁字裤，并

佩戴着精致的白色头纱，手捧一束鲜花

，而新郎则是真正一丝不挂，仅在拍照

时用帽子遮住下体。二人在司仪和宾客

的见证下真诚而庄重地说出了“我愿意

”，现场宾客纷纷送上祝福。

一位客人表示，大家并未感到尴尬

和不适，相反他们都非常敬佩两位新人

的举动，称这是最为惊艳和奇特的婚礼

。新娘沙赫娜女士则认为，人们不应该

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害羞。这次裸体婚礼

不但让自己省下了婚纱的钱，还为彼此

留下了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由于奥地利政府包容性比较强，奥

地利民众对于裸体文化的接受度极高，

除了上面提到的裸体文化形式，奥地利

人还喜欢裸体蒸桑拿、裸体骑自行车和

裸体读书。

奥地利裸体文化不但风靡于现实生

活，也体现在艺术方面。每年6月份的

彩虹大游行中能看到不少游行群众身上

绘制着精美的裸体彩绘。早在上世纪30

年代，奥地利就推出了全球首部全裸电影

《神魂颠倒》，剧中的女主角也因此而名

声大噪。这部电影在当时受到了欧洲其他

国家铺天盖地的指责，甚至震惊了教皇，

但奥地利国内却对这种裸体行为包容性较

强，随后也普遍被大众所接受。

裸体文化支持者女性占比高

奥地利的裸体文化在上世纪20年代

经历了第一个高峰期，在时间上略晚于

德国。与德国的裸体文化爱好者一样，

奥地利人也认为裸体能使人回归自然。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如今奥地利的

裸体文化逐步形成独有的特点，并在多

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首先，奥地

利裸体文化支持者中女性占比要比其他

欧洲国家高很多，这也源于奥地利妇女

在社会中的地位居全球领先水平。其次

，奥地利的裸体文化不需要刻意的宣传

和团体组织，爱好者们对于裸体文化的

表现方式更加内敛，在社交媒体上更是

少之又少，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表示，不

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泳装和裸体文

化的信息，也不会参与专门的裸体运动

组织。对他们来说，维也纳多瑙河地区

及奥地利众多湖区都是裸体日光浴的好

去处，没有什么比在夏天赤裸地躺在岸

边更加惬意而放松的选择了。

裸体文化，奥地利人当仁不让

过去四年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亚

太地区造成巨大影响，但两周后的美国

大选或许将重塑美国在亚洲所扮演的角

色。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会成为“2.0

版奥巴马”，还是“简化版特朗普”？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20日全面审视

了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对亚洲带来的影响

。

此前，特朗普政府频频在亚洲制造

紧张局势。从贸易、技术、疫情到南海

和台湾问题，特朗普政府均对华采取对

抗立场。特朗普还威胁要从日韩撤军，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建立直接关系。

文章称，从贸易、科技到台湾问题

、朝鲜问题，拜登若当选，特朗普的政

治遗产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贸易：与亚洲盟友合作

在贸易领域，若拜登当选，将不得

不继承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根据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尽管中美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美国从中国进

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仍然保持在19.3% ，

比2018年高出6倍多。中国从美国进口

商品的平均关税为20.3%。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一反多边主义

国际合作模式，先后“退群”。在亚洲

方面，拜登也需要应对在特朗普退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遭到

动摇的美国与亚洲间的贸易关系。

专家认为，中美间的贸易竞争不可

避免，但美国政府如何处理竞争关系是

促进两国关系转向积极的关键所在。美

国南加州大学美中研究所所长克莱顿·

杜比(Clayton Dube)认为，美国可通过与

信赖的盟友合作，用共同利益来说服中

国。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爱

德华· 奥尔登(Edward Alden)认为，拜登

在关税方面会更加谨慎，但这不意味着

高关税将会立即被取消。

根据拜登竞选网站，拜登曾表示希

望与美国盟友展开合作，向中国施加压

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拜登将重新加入

TPP。《日经新闻》指出，在TPP问题

上，拜登基本保持沉默。TPP此前得到

奥巴马政府支持，但遭进步派民主党人

反对。根据拜登的主张，他认为在达成

大型贸易协议之前，有必要先对国内进

行投资。

科技：对华打压持续

近日，美国政府频频对中国科技巨

头施压。文章认为，拜登若赢得大选，

预计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将持续

。拜登竞选团队已表示，这位美国前副

总统将带领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打败

中国”。分析人士也认为，即使民主党

人当选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中国采取的

强硬态度可能也将持续下去。

拜登曾提到，1991 年至 2016 年间

，中国研发支出增长30倍。对此，他

承诺将在“购买美国货”（Buy Amer-

ican）经济计划下大力投资新技术，

对电动汽车、轻质材料、5G、人工智

能等领域投入约3000亿美元。《日经

新闻》指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声望

正在迅速上升。

虽然拜登竞选团队没有透露将对

中国科技公司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

透露是否会保留特朗普政府的“实体

清单”，不过他的顾问曾留下一丝线

索。

2019 年，前外交官库特· 坎贝尔

(Kurt Campbell)和拜登顾问杰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在《外交政策》杂志专栏

中，主张“加强对双向技术投资和贸易

的限制”，但应该“有选择地”设限。

他们警告称，“在技术限制上做得过头

可能会将其他国家推向中国。”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中

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斯科特· 肯尼迪

(Scott Kennedy)预计，如果拜登执政，

预计美国与其他国家竞合关系将并存，

但总体将加强协调。他认为，拜登可能

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策略，如贸易

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但实施方式会

有很大不同。

朝鲜及日韩撤军问题

根据此前报道，特朗普曾威胁称，

如果日本和韩国不支付数十亿美元的

“保护费”，将从日韩撤军。

“我认为我们和韩国的关系正在

受到损害。”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亚太

安全主席帕特里克 · 克罗宁（Patrick

Cronin）认为，如果拜登当选，应该会

在早期发出信号，派国务卿前往韩国

，确立不同基调。相比特朗普，拜登

也更愿意利用政治意愿改善日韩两国

间的关系。

《日经新闻》称，拜登在上周举办

的市政厅会议上，曾对特朗普的外交政

策进行了长达3分钟的评估。拜登提到

“日本和韩国彼此间存在分歧”这一事

实，暗示他的政府将修补这一分歧。

在朝鲜问题上，拜登也与特朗普形

成了鲜明对比。拜登表示，希望和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合作，向

朝鲜施压，早日实现朝鲜无核化。他还

希望与俄罗斯合作，加强对朝鲜的军备

控制。

在对待朝鲜的态度上，达特茅斯学

院政治学教授珍妮弗· 林德（Jennifer

Lind）认为，拜登将回归早期做法。

“我预计拜登将遵循美国在朝鲜问题上

的一贯做法，即有威慑，也有偶尔的外

交尝试。”

台湾和南海问题

《日经新闻》称，在整个竞选过程

中，拜登一直强调美国与盟友加强关系

对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在南海

问题上，这意味着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更

多接触。

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事务的副国务卿丹尼尔· 拉塞尔(Daniel

Russel)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拜登将采取

措施，避免因沟通不畅导致军事升级，

“我们将会有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不

仅包括派遣军舰，还包括外交往来，参

与东盟和地区论坛等。”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近年来态度则

有所转变。

文章称，2001年，拜登曾在《华盛

顿邮报》上发表名为《对台湾不那么在

行》的署名文章，认为美国在中国台湾

地区的参与上应该更为保守。但近年来

，随着拜登对华态度趋于强硬，他在今

年5月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开始

第二任期，并敦促加强美台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拜登当选总统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策略可能会让

他陷入困境。

纽约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

维· 德农(David Denoon)说，奥巴马时期

并没有向台湾地区出售军备，因此拜登

若当选，在对台军售方面可能没有那么

殷勤。但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美国国

会两党都得到支持，他也无法完全削弱

台湾。

如果拜登当选，对亚洲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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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裡斯縣宣佈新選舉行政長官哈裡斯縣宣佈新選舉行政長官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德克薩斯州休士頓))

今天今天,,哈裡斯縣選舉委員會哈裡斯縣選舉委員會
宣佈任命伊莎貝爾宣佈任命伊莎貝爾··朗戈里朗戈里
亞為選舉行政長官亞為選舉行政長官。。一旦一旦
得到確認得到確認,,朗戈里亞行政長朗戈里亞行政長
官將分別承擔目前居住在官將分別承擔目前居住在
縣書記和縣稅務評估員辦縣書記和縣稅務評估員辦
公室的選舉和選民登記職公室的選舉和選民登記職
能能。。

哈裡斯縣書記克裡斯哈裡斯縣書記克裡斯··
霍 林 斯霍 林 斯 (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 說說::
「「作為選舉權和准入的特作為選舉權和准入的特

別顧問別顧問,,也是我高級職員的也是我高級職員的
一部分一部分,,伊莎貝爾的參與對伊莎貝爾的參與對
於擴大於擴大 20202020 年年 1111 月選舉月選舉
的投票機會是不可或缺的的投票機會是不可或缺的
。。""伊莎貝爾的經驗和知識伊莎貝爾的經驗和知識

使她明確選擇領導哈裡斯使她明確選擇領導哈裡斯
縣的選民登記和選舉過程縣的選民登記和選舉過程

在在20202020年年1111月月33日大日大
選結束後選結束後,,朗戈里亞將執掌朗戈里亞將執掌
選舉過程選舉過程,,因為縣書記克裡因為縣書記克裡
斯斯··霍林斯的任期即將結束霍林斯的任期即將結束
。。

""我很高興有機會繼續我很高興有機會繼續
服務哈裡斯縣人民服務哈裡斯縣人民,,我的家我的家
鄉鄉,,作為選舉管理員作為選舉管理員。。伊莎伊莎
貝爾貝爾··朗戈里亞說朗戈里亞說 「「我完我完
全致力於確保所有選民的全致力於確保所有選民的
選民登記選民登記 與選舉過程與選舉過程」」 。。

有關詳細資訊有關詳細資訊,,請關注請關注
twitter HarrisVotes.comtwitter HarrisVotes.com
@HarrisVotes Facebook@HarrisVotes Facebook
和和 InstagramInstagram 上的此消息上的此消息

【本報訊】1.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1月14日
、星期六、上午10:00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
。 10、11、12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
員 請 在 11 月 11 日 前 憑 有 效 會 員 証 打 電 話
713-480-4885、或用Line、WeChat、Message
向會長報名登記。我們將會為“壽星”準備禮物
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
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
。當天請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
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
為您服務。

2. 醫學講座: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12
月6日、星期日、下午2:00至4:00在Zoom 會議
室。 Zoom 網上會議鏈接：https://us02web.
zoom.us/j/81156555299

會議號碼Meeting ID: 811 5655 5299或撥
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歡迎大家踴躍
參加。

隨著年齡，關節、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損
耗，關節筋肉的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關
節僵硬很常見，雖然大多是發生在年長者身上，
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您想要知道關
節筋肉疾病有那些嗎? 如何診斷，有那些治療方式
及減緩疼痛跟預防的伸展運動?

主講人: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

學及家庭醫學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 手肘,
手腕, 臀, 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骨骼類疾病. 呂醫師
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

3.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LINE): 將於 12/9/
2020開班到1/20/2021(聖誕節和元旦放假)。一共
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10:00 至12:00在Zoom
視頻上課。讓你進一步了解iPad和 iPhone設定和
不同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
事曆、Safari 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LINE的最
新功能。從通話到視頻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
共享、Skype 使你可以隨時保持與親友聯繫。讓
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LINE內多元功能做行
銷。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
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
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費報名並即時教
您 如 何 使 用 Zoom 上 線 。 也 可 以 電 話 報 名
713-480-4885。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 (713)784-9049
網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2月份活動通告
醫學講座: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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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踴躍參加! 

 

 

 

 

 

 

 

 

 
主講人: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學及家庭醫學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 手肘, 

手腕, 臀, 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骨骼類疾病. 他專精於非手術類處理來治癒病患. 呂醫師也

專精於非骨科類運動傷害, 例如腦震盪. 呂醫師於紐約出生, 並在成長過程中住過舊金山及

台灣, 也精通中,英文. 他在南加州大學完成了他的生物學學士並同時間也完成了海洋與環

境學碩士. 他之後於聖喬治醫學院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並在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完成他的家

醫科住院醫師訓練以及運動醫學次專科訓練. 他專精於所有身體部位非手術類的治療. 他曾

任萊斯大學及 Prairie View 農工大學球隊的助理隊醫. 他目前擔任 Chavez High School 及

St. Pius X High School 的隊醫.呂醫師目前也加入了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 他是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 of Sports Medicine,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及 American Academy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Physicians 的一員. 
 

主題:  常見年長者關節筋肉疾病, 治療方式, 及減緩疼痛跟預防的伸展運動 

- 脖子痛 – 肌肉拉傷 vs 頸椎關節退化   -   旋轉肌筋膜撕裂傷 

- 肩關節退化性關節炎 vs 五十肩    -  手肘痛 – 網球肘 

- 拇指腕掌退化性關節炎      -   膝蓋關節退化性關節炎 

- 臀部痛 – 臀關節退化性關節炎 vs 轉子滑囊炎  -   腳底筋膜炎 

- 下背痛 – 肌肉拉傷 vs 脊椎關節退化 vs 薦骼關節疼痛症候群 

 

時間: 2020年 12月 6日, 星期日,下午 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1156555299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11 5655 529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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