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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你的首付多少錢最合適？
買房你的首付多少錢最合適
？
隨著海外置業高潮的興起，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到美國需求契
機，貸款買房也逐漸成為投資者
的首選付款方式之一，那麼中國
人在美國買房首付要幾成？

美國買房貸款首付多
少合適

在 美 國,按 揭 貸 款 發 放
的核 心原則是抵押品價值
足夠。申請人有良好的信譽
和持續的收入來源, 與申請
人的身份國籍本身沒有直
接關聯性。
目 前,在 美 國 絕 大 對 數
州, 外 國 人 ( 無 美 國 綠 卡) 可
以通過貸款購買美國房產,
但是首付一般在 40-50%,並
且因為本身沒有美國信用
記錄和收入來源證明,貸款
機構會額外要求貸款人支
付高於市場水準的 1-2%的
利息。

現金、銀行存款等可應急的
資金需要可維持三個月以上的日
常的開支以備不時之需。
貸款的每月還款額大致應該
是這樣的，用月均可支配收入的
55%，減去月物業管理費再減去
其他債務的月均償付額，如果這
樣能夠承受，這將是合適的還貸
首付比例不能太
模式。
低：
絕大多數的銀行還是會提供
貸款還款業務的變更服務，所以，
20%或以上：通常能拿
在發現自己還貸模式不適合的時 到最好的利率。請注意很多房貸
候，要及時諮詢專業人士，及時變 公 司 的 利 率 有 固 定 的 線，比 如
更，以免造成後續的損失。
20%、10%、5%等，如果你準備的
首期付款只有 19%，最好想辦法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首 再找點錢、湊夠 20%，利率可能就
會低不少。另外，很多房貸公司要
付要幾成

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求公寓的首付不低於 20%。
10%-20%：Single House 和
Townhouse 通常可以首付較低，
然而這通常意味著利率越高。如
果你準備的首付只有 9%，最好湊
齊 10%。
5%-10%：對 於 Fannie Mae

房貸來說，首付最低為 5%;巨額貸
款(Jumbo Loans)首付不低於 10%
。
3.5%：這是 FHA 房貸要求的
最低首付。低於 3.5%很難申請到
房貸。
（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kefu）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713-981-8868
23 IATAN
ARC專業

週年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夏季團重啟★★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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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付不僅能買房，而且還有
這麼多好處
第一次貸款買房的人有一個常見誤區，以為首付必須達
到 20%。其實，買房首付低於 20%也是可行的，甚至可以 5%
首付買房。
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如何用低首付買到房子！

高首付 vs 低首付
我們先來說說首付高低的優勢和缺點。

20%及以上首付
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提交 20%以上的首付意味著貸款金
額少，以後的月供壓力會小很多。同時，對於有些貸款機構來
說，高首付的貸款人帶來風險較小，所以容易審批成功，利率
也會更低。不過對於 30%以上的首付，銀行認為這些貸款人
的風險已經足夠小，所以利率通常不會有變化。
當然，高首付缺點就是前期攢錢買房的壓力比較大。加
上現在房價漲勢越來越猛，湊出高首付的難度也變得更大。

20%以下首付
對於低首付來說，首先就是大家買房的壓力會減小。同
時，在今天的房地產市場，大多數貸款項目都允許較低的首
付，所以選擇空間也相對比較大。
低 首 付 的 缺 點 就 是 要 支 付 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PMI）即個人貸款保險。因為 20%的首付是免除保險的

分界線，所以無首付或者低首付貸款的
購房者，除非特例，都會被要求買這份
保險。換句話說，如果你願意買 PMI，那
麼就可以支付少於 20%的首付款。PMI
基本是貸款額的 0.3%-1.2%，具體的數
值是由你的首付和信用分數決定。
根據貸款人的還款情況，這種房貸保險是可
以取消的。房價漲得越快，房子價值越高，保險也
就可能取消得越快。有買家以 5%的首付貸款，只
付了不到 4 年的 PMI 就滿足取消保險的條件了。

是否適合低首付？
那到底每個月要額外交一筆保險劃不划算？
根據房價漲勢，自身條件，我們幫大家總結出在
三種情況下，用保險換取較低的首付是較為合理
的。

買房急迫度
低首付還有個最不為人知的秘密：由於貸方的成本因素
，你有可能獲得更好的 mortgage term(貸款條款）
。
買家向貸款機構申請貸款的時候，每支出一筆貸款，貸
款機構都會承擔一定的放貸成本。而這些成本，房貸機構可
能會通過更高的利息、過戶費等途徑轉移到買家，也就是貸
前期資金流動狀況
款人的身上。
總之，低於 20%首付買房對大家來說，利息可能更低，可
如果你想把錢存起來用於裝修和其他較大的家庭開銷，
較低的首付是個不錯的選擇。特別是買的房子還需要點小修 支配資金充足，存錢週期短，生活品質有保證。所以如果想要
買房，大可不必因為沒有攢夠 20%的首付，就望而卻步。有時
補或者改裝，那就更要手頭留點錢，保證資金流動性。
候看準時機，該出手時就得出手。
更好的貸款條款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如果實在很難存夠首付，特別是房價一直在漲，買房又
是剛需的情況下，用 PMI 可以幫你儘早跨進新家大門。一旦
房子到手，出租、稅收減免等等都可以帶來經濟利益。如果為
了避開貸款保險，錯失買房機會，那可能得不償失。

要想將房屋改造後出售獲利的
五大注意事項
美國房地產房屋改造易於賺取利潤，但是太多的房地產
商會忽略基本面，最終失敗。在本文中，我們將探討列舉投資
者在這個市場上犯下的五大錯誤。

NO.1 沒有足夠的資金
在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昂貴產業。第一筆費用是物業購置
成本，美國可以低利息資金融資管道很多，但找到這些供應
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也有一定難度。此外，財產控股成本，如
稅和公用事業，裝修費用也必須考慮在內。不要忘記資本收
益稅，這些削減你的利潤的成本都要計算。

NO.2 房產改造時間不夠
翻新房屋是一個耗時過程。找到和購買正確的房產可能
需要幾個月。一旦你擁有房子，你需要投入時間來改造它。在
你可以出售之前，您需要安排檢查，以確保房屋符合適用的

建築法規。如果沒有，你需要花
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達到建造
標準。接下來，你需要投入時間
來銷售房產。您將花費大量並
與潛在買家會面最終達
到成交。

像任何其他的商業冒險，需要時間，金錢，耐心，技能，要有比
你想像的更困難的心裡準備。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NO.3 沒有足夠的技能
如果你輕鬆使用錘子，享受鋪地毯，屋頂安裝還
有一個廚房水槽的技能。你的成本就可能降低，否則，
你必須支付專業人員來完成所有這些工作，那麼你的
投資獲利的幾率就會降低。

NO.4 不夠專業知識
房地產改造專案要成功，您需要能夠有在正確的
房產地理環境位置，以正確的價格選擇正確的房產。
房產購置後，你需要知道哪些可以裝修和哪些可以跳
過？

NO.5 不夠充足的耐心
在你參與房地產改造房子之前，需要研究市場。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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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申請貸款買房需要注意的事項
•審批費(Underwriting Fee): $200-$500
• 文 件 準 備 費 (Document Preparation)
$200-$500
以上的費用在每個公司可能稍有不同，你可
以找一家收費少的。每家公司都會讓你挑選無點
數貸款。加點數的好處是最終還款額會降低，缺
點是過戶時要多交錢。因為有點數無點數貸款在
七年時還款額相等，如果你能保持貸款七年以上
，可以加點數。否則不要加點，特別是在過戶費很
緊的情況下。

屋估價通知書，房屋估價附加條款在第三天晚上 9 點就正式
取消了。
買主要在貸款批准附加條款有效期內向賣主遞交取消
貸款批准附加條款的通知書(Financial Notices)。如果買主沒
有在有效期內向賣主遞交通知，貸款批准附加條款繼續延續
。這時賣主有權宣佈取消合同，如買主在三天之內不做答覆，
合同在第三天晚上 9:00 就取消了。如果買主不願失去房子，
必須補交取消貸款批准附加條款的通知書。如果買主在貸款
批准附加條款有效期內收到拒絕貸款申請的書面通知，只要
把通知寄一份給賣主，合同就取消了。

2 貸款申請表

5 鎖定利率(Rate Lock-In)

選定貸款公司後，首先要填一份貸款申請表
貸款批准後買主還要鎖定利率(Rate Lock-In)。利率鎖
(Uniform Residential Loan Application)。
定期有 30 天，45 天，60 天或更長。時間越長，利率越高。一般
貸款申請表有五頁紙，包括以下內容：
在過戶前 30 天內鎖定。
1. 貸 款 種 類 和 期 限 (Type of Mortgage and
6 貸款額、利率
Terms of Loan)
貸款額上限是由貸款人的經濟狀況決定的
，能不能貸到
2. 房地產資訊和貸款的目的(Property Infor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買美國房產時都不是現金交易，貸 mation and Purpose of Loan)
款或利率好壞是由貸款人的信用分(Credit Score)決定的。信
款就是最關鍵的一步，買主在合同生效七天之內要去申請貸
用分低於 640 或者沒有信用分很難貸到一般性貸款(Con3. 貸款人情況(Borrower Information)
款。貸不到款就買不成房，所以這裡有 8 點關於房屋貸款的
ventional Loan)。低收入政府補助貸款(FHA)和美國退伍軍
4. 工作情況(Employment Information)
注意事項。
5. 月 收 入 和 支 出 (Monthly Income and Housing Ex- 人貸款(VA)最低信用分是 600。信用分越高，利率越好，但
740 以上利率都是一樣。另外頭款越多，利率越好。
pense Information)
1 選擇貸款公司或經紀人
7 怎樣才能提高信用分呢?
6. 財產與欠債(Assets and Liabilities)
你可以找銀行，也可以找貸款公司。如果你知道哪家銀
讓我們來看看信用分的影響因素和所占比重。
7. 房地產交易細節(Details of Transaction)
行利率低，你可以直接到銀行申請。否則你只有找貸款公司，
•過去付款情況(Past Payment Performance) 35%
貸款申請表一定要如實填寫，並將所有文件準備好，比
因為貸款公司可以在眾多銀行中尋找利率最低的一家，或尋 如 30 天之內的工資單，兩年的 W-2，最近三個月的銀行清單
•信用卡使用(Credit Utilization) 30%
找適合你情況的貸款。
•信用史(Credit History) 15%
，等等。
如何評判貸款公司的貸款經紀人是否夠專業？
•信用種類(Types of Credit in Use) 10%
貸款員收到你的申請表後，要在三天內給你一份過戶費
1. 整體利率怎麼樣？
（越低越好）
•信用查詢(Inquiries) 10%
預估表(Good Faith Estimate，GFE)，事先告訴你藉這筆貸款
2. 是否主動及時的給你利率的 update，而不是等到你 你最終要花多少錢。許多初次貸款的人在看到 30 年總共還
因為過去付款情況所占比重最大，所以你只要按時交水
去催問？
電費，信用卡及各種帳單，信用分就不會差。
款額是貸款額的兩到三倍時，都大吃一驚。
3. 打電話是否總有人接？是否有認真在 caseby case 的
出租房子按時交租，水電費，電話費等都可以輸入至
有人不理解為什麼過戶費預估表上會有兩個利率，一個
認真處理你的申請？
Experian 這個網站來增加信用分數。從時間上講，最好在買
低，一個高。
4. Email 是否總是及時回覆？
低的那個是利率(Interest Rate)，高的那個是年百分率 房前一年就開始注意培養信用分。
5. 是否及時主動的給你 update 貸款申請的進度？
如果夫妻打算一起貸款，但有一方沒有信用分，貸款時
(Annual Percentage Rate，APR)。年百分率是利率加上所有
6. 在送銀行審核之前是否在認真幫你把握品質關？而不 與貸款有關的開銷後算出來的，更能體現貸款的真實利率。 會按低於 620 來算。所以最好在貸款之前的幾個月把一些帳
是敷衍了事？
單轉到無信用分的一方，讓 TA 建立信用分。信用分高的人給
所以在比較兩家銀行貸款利率時，應該比誰的年百分率低。
7. 專業知識是否過硬？對客人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是不是
信用分低的人要一張信用卡副卡，也會提高信用分低的人的
3 房屋估價和貸款批准
全面？
信用分。如果一起貸款，貸款機構將取低的分數為標準。所以
8. 如果利率相同，closing cost 是高還是低？
買主遞交貸款申請後，貸款公司或銀行會請估價師給房 ，在貸款時如果有一方的信用太差，可以只考慮一人貸款。
在美國買房流程第三步預審貸款時，你已經與一家貸款 屋估價(Appraisal)。在報價合同中，可以附上房屋估價(Ap（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公司接觸過。如果你信任那家公司，可以向它申請。如果你還 praisal Contingency)和貸款批准(Financial Contingen想貨比三家，也可以再資詢兩家公司。
cy) 兩項附加條款。條款的有效期一般是 15 天。但由於次
要注意的是，查詢當天得到的利率不是你最後鎖定的利 級貸款的影響，銀行比較挑剔，出現房屋估價低於合同售
率，因為利率每天都在變化。
價的情況，影響到貸款的批准。為安全起見，可把貸款批
與貸款有關的開銷包括以下費用：
准附加條款有效期增加到 20 天。
•手續費(Loan Origination Fee): 一般是貸款額的 1%
4 房屋估價低於合同售價
•點數(Discount Point)：一個點是貸款額的 1%，一個點
可降低利率 0.25%
如果房屋估價低於合同售價，買主要在房屋估價附
•房屋估價費(Appraisal Fee): $400-$800，房價約高， 加條款有效期內向賣主遞交買主房屋估價通知書(Buy收費越貴。
er Appraisal Notice)並附上房屋估價報告，要求賣主把
•信用報告費(Credit Report): $20-40
合同售價降到房屋估價。如果買主沒有在有效期內向賣
•處理費(Processing Fee)：$200-$500
主遞交通知，房屋估價附加條款仍然延續，除非賣主書面
•納稅服務費(Tax Service Fee): $50-$100
通知買主，房屋估價附加條款有效期到了，應該取消了。
•洪水證明費(Flood Certificate): $10-$20
如果買主在接到通知後三天之內還不向賣主遞交買主房

美南副刊

黑猪肉、臭豆腐为什么“黑化”的食物比较好吃？
在中国人眼中，黑色总是比较金贵
，比较好吃的品种：比如黑米和泡过
南烛叶的乌米饭，身价就要高于白色
的稻米；黑色的土猪当然要比大白猪
美味；乌鸡是珍贵的药膳，不是普通
的黄色土鸡，或者白色的饲养鸡可以
比拟；还有黑木耳、黑松子、黑枸杞
、黑葡萄，都有远超它们同类的食用
价值。
黑色食物真的更好吃么？或者还有
什么其他因素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吃的
评判标准？
No:1 壹
信仰黑色· 中国审美
与西方艺术追求光影变化不同，中
国人对色彩的评判只有一个字“正”。
五正色中，又以黄色为尊，这与汉
朝对汉文化的深远影响有关。汉以前，
五正色是作为朝代的标准色，被轮流使
用的。周代属火，所以周天子穿赤色衣
裳；秦代周，水克火，所以秦始皇穿黑
服；汉代秦，土克水，所以刘邦开始的
汉室，改穿黄袍、用黄銮驾。
作为中国历史上成就空前的大一统
王朝，汉代发达的科技文化，以及汉
儒们为中国哲学做出的深远贡献，奠
定了中国整个社会的众多传统，乃至
中华主体民族的名称：汉族。
这种影响深远到，其后的魏晋唐皇
室，并没有沿用克土的青色，而是传
承了汉儒眼中代表皇天后土的黄色，
黄，成了五正色中地位最高的一种。
而主水的黑色，因为“土克水”的
五行哲学，自然站到了黄色的对立面
，成了儒学体系里不吉的象征。它被
用于发丧仪式、用于无常为代表的凶
神形象、用于大量的汉语贬义词。
但儒学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文化
信仰。汉以前流行的黑色，依然在民
间留下了深远的传承。
道教哲学中，玄黑被视作“众色之
母”，一切颜色都是从玄黑中生长出
来的，就像万事万物皆发自于“道”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与黄色的正朔、端庄气质相对，黑
色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平和、自
然的追求。
从色彩内质上来讲，黄代表了“居
庙堂之高”的官宦文化；而黑，则隐
喻了“处江湖之远”的文人文化。无
论是水墨画中的论名山大川；还是书
法里的走笔游龙；抑或是风水中的阴
阳八卦；乃至中医里的三焦七脉。黑
，以其厚重而隐秘的气质，传承了中

国士子文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涵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带有官方色
彩的汉传佛教普遍以红黄作为僧袍颜
色；而发端自中国，传承于民间的日
本佛教，则以黑色僧袍为标准色。
No:2 贰
选择黑色· 中国哲学
吃，是中国文人的普遍信仰。
虽然中国儒生与英美的清教徒有着
类似的道德要求，努力修习、压制欲
望、杜绝享乐，但中国却并没有如英
美那样成为美食的荒漠。
因为中国文化另一面：道家，也就
是文人文化，在中国人对食物的享受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人们入
仕后，以儒为纲，写出了《师说》
《进学解》和《赤壁赋》；出仕归隐
后，则以道为本，写出了《山家清供
》《遵生八笺》和《随园食单》。
而道家哲学中代表万物本源的黑色
，无形中也影响了中国人在食物选择
中的取向。黑毛猪、乌骨鸡和黑山羊
，是三个颇具代表意义的例子。
中国野生的猪种其实极其丰富，著
名的英国约克夏大白猪，追本溯源，
其实源自古罗马时期从中国引入的华
南猪；而以白为底色的金华两头乌，
更是几百年来最优质火腿原料的代表
。但中国人却在长期的选育中，选择
了毛色纯黑的华北猪作为主要家养品
种。
事实上，华北黑毛猪不管从育成时
长、肥瘦比例各方面，都不算理想。
虽然黑猪肉质丰腴，适合腌制，使其
脂肪分解蜡化，提升鲜味。但即便在
流行火腿的南欧，黑猪依然不是一统
天下：使用黑猪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
腿，和使用白猪的意大利帕尔马火腿
分庭抗礼，就是明证。前者口感细腻
、入口即化，而后者充满嚼劲、纤维
明晰甜美，不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
各具特色。
但在中国，直到清末西方轰开中国
大门之前，黑毛猪却霸占了中国主流
的食材市场数百年之久。即便到了今
天，黑毛猪依然是“土猪”“本地猪
”的代名词，隐藏了“好吃”的意味
。导致这种现象的唯一可能性，就是
中国饮食文化对“黑”的崇拜。
乌骨鸡的豢养比普通家鸡晚得多，
作为最能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
妥协的家养肉类动物，东西方都有以
鸡肉为食的传统。但吃外貌不雅，黑
皮黑骨的乌鸡却是中国人的专利。

作为观赏用的野生禽类，早在汉代
，《神农本草经》和《五十二病方》
就记载了它能入药的功效。《五十二
病方》里最邪乎，把乌鸡和蛇放在一
起，烧成灰入药，后世治疗妇科病的
“乌鸡丸”由此而来。到了明清之后
，随着动物驯化水平的提高，陕西和
江西都出现了人工驯化的乌鸡，本着
中医药膳一体的理念，驯化后口味肉
质都得到改良的乌鸡再也不用烧灰炼
丹了，直接拿肉炖汤，就是中国人奉
为神物的补品。
黑山羊的上位史则与黑猪乌鸡都不
同。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礼物，
羊在中国饮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
秦汉之前，北方驯化种群以白色的绵
羊为主，牧民们认为，黑色的山羊肉
质粗硬，远远不如绵羊既能提供丰富
的毛皮，肉质细腻肥腴，且耐北方冬
季的寒冷。但山羊善于跑跳，往往在
一群绵羊里豢养一两头山羊，带动整
个羊群的行动。
总而言之，中国人以道为思想内核
，以文人群体为主力，在千年的时间
里，或主动、或被动地大量选择了黑
色的食物。这种因文化引发的舌尖共
性，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No:3 叁
制造黑色· 中国性格
除了选择黑色之外，中国人还常常
主动制造黑色食物。
如今谈美食必称的美拉德反应，还
有另一个名字“非酶棕色化反应”，本
质上，它是一种通过发酵、加热等手段
，让羰基化合物（还原糖类）和氨基化
合物（氨基酸和蛋白质）间产生化学反
应，产生棕色甚至是黑色的大分子物质
类黑精或称拟黑素的反应。
臭豆腐加工过程中的霉变、发酵，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臭豆腐大致有两大流派，
以长沙臭豆腐为代表的卤水臭豆腐
，是用豆豉、碱、盐和白酒调成的
卤水浸泡的，呈黑灰色；以绍兴臭
豆腐为代表的菜汁臭豆腐，是用制
作臭苋菜梗的菜汁浸泡的，呈灰白
色。两者气味、干湿度和口感都有
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外界手段
分解豆腐里的大豆蛋白，使其降解
为鲜味来源氨基酸。
而遍布中国各地的腐乳，则是臭豆
腐的升级版——通过更长时间的发酵
，让大豆蛋白更充分地分解。它与日
本人专注于欣赏豆腐的原色原味不同

，是中国人对食物本源孜孜不倦探索
的又一例证。
纵观臭豆腐、腐乳的整个制作过程
：自然生长出来的黑色、黄色的豆类
，经过人工雕琢，变成嫩白的豆浆、
豆腐，再经由自然界中的温度、湿度
和时间介入，让它们重新恢复黑、黛
、黄的颜色。
颜色呈深红发黑的红糖是中国人崇
拜和喜爱黑色食品的另一个例子。唐
朝中叶，阿拉伯人发明的甘蔗种植和
蔗糖提炼技术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在
此之前，中国人获取甜味的途径只有
麦芽糖和蜂蜜，成本高企。蔗糖的传
入，无疑为中国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革命。
今天回过头来看，蔗糖的制作技术
其实不难：甘蔗榨汁后，熬煮让水分
蒸发，能得到一种红色的糖浆，最后

冷却，让甜度较高的蔗糖晶体析出，
同时还能剩下一种甜度低，且略带苦
味的半流质褐色液体，西方人叫它
“糖蜜”。
很长的时期内，西方人拿这种糖蜜
作为饲料，或者直接拿去酿酒——著
名的朗姆酒就是由此而来。
但中国人制糖的过程中却反其道而
行，跳过在最后一步冷却的过程，继
续搅拌、蒸发浓缩的甘蔗汁，让蔗糖
与糖蜜充分混合并凝固成块状。这就
是被无数国人认为有补益价值、可以
入药的红糖。
红糖虽然产量比蔗糖大，但甜度低
、杂质含量高、颜色发黑不讨喜。中
国人主动选择它，究其根本理由，除
了勤劳节俭的民族性格之外，追求食
材完整性、自然性的道家思想，在其
中占据了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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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你需要理清的八大財務細節
對于想買房但資金又有限的人來說，不得不精打細算
的過日子，那下面，外國買房網的小編給大家整理一下，
在美國買房前，需要理清的八大財務細節，希望能對需要
買房的朋友有所幫助。

貸、個人貸款，因為同時償還兩筆巨額貸款會增加很大的
負擔。

計劃好每月的日常開支

計劃買房者的信用分數高低，對銀行確定提供多少貸
款及利息的高低，都是至關重要的。
小夥伴們如果希望得到最低利率的購屋者，FICO 的
信用分數通常必須至少為 720 點到 850 點。聯邦住宅管理
局支持的貸款，要求 FICO 信用分至少為 580 點。信心分
數低，會使購屋者支付較高的利息。
購屋者應檢查自己的信用報告，避免任何錯誤使信用
分數受到影響。要求糾正信用分數出現的錯誤，一般需要
數月時間，因此最好在買房前提早解決，貝爾建議是提前
六個月。
消費者每隔 12 個月，就可免費從三家信用公司分別獲
得一份信用報告，三個信用公司為 Experian、TransUnion
和 Equifax。
在買房前數月，應避免出現新的債務，因為新債或信
用卡債可使信用分數臨時降低。在申請房貸前數月，消費
者應儘量減少用信用卡付帳。

據統計，由于買房後需要償還房貸，平均來說，你需
要縮減你的日常開支到 25%-40%，對于你已經習慣的生活
方式來說，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另外，你至少要提前
儲蓄至少 6 個月的家庭開支儲備金，以防未來出現的財政
緊張。

計算好貸款額
如果你有買房打算，你應該準備好 20%的資金作為首
付。這筆錢不應該由貸款或者債務籌集。當然，最理想的
狀態，是準備 40%左右的首付金，來降低貸款負擔，然而
，也許對于普通工薪階層來說，並不易做到。
另外，在開始看房前，購屋者應要求銀行評估可提供
多少貸款。得到銀行的批准書後，就可確定買房的花費。
在計算貸款開支時，記得把印花稅和登記費計入在內
，這會讓你的總體開支增加 5%-10%。

列好未來六個月的債務
另外，建議你把未來六個月可能支出的債務，如小孩
學費，或者保險等，都一一列出，這可以讓你在積累家庭
開支儲蓄金時，對目標數額了然于心。

結清現有的貸款額和債務
在買房前，你應該結清現有的貸款額或者債務，如車

儘早解決信用問題

準備 3 個月的按月付款額
雖然這部分金額應該被認為是房屋開支，不過，儲備
3 個月的平均每月必須支出是至關重要的，規劃師認為，
這部分金額應該是隨手可取的，以防一些不可預見的的緊
急情況發生，否者你就不能每月按時支付你的貸款額，這
樣甚至會影響你未來的信用分數。

計劃好房屋內部裝修和家具的預算

在買房後，許多人會在房屋裝修或者家具上超值。實
際上，這是一筆主要的開支。規劃師建議，把房屋內部裝
修和家具的開支，嚴格控制在預算內，這樣有助于避免未
來的財政緊張。裝修和家具開支預算，應該在財務規劃階
段就包括在內，而不是買房後再規劃。

固定收入來源
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的財務規劃，可謂是廢紙一張。如
果你目前工作的領域會受到經濟衰退所影響，建議你最後
推遲買房計劃，直至你保證你的工作是穩定的。
另外，事先準備好財務文件。到正式申請房貸時，銀
行將深入調查購屋者的經濟狀況，因此要準備好最近兩個
月的銀行帳單與薪資支票，和至少兩年的稅表。
若靠家人幫助交首付，購屋者要向銀行說明資金來源
，意味著家人也需出示銀行帳單，說明錢是贈予購屋者的
。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國房產交易有哪些角色？
近年來，美國房價探底企穩，利率保
持在低位，而美元趨于貶值，具備財力的
國內投資者可以把美國房產看作長期強勁
獲利的工具。
美國是法制完善的私有制社會，表現
在房地產方面，相關法律清晰嚴格，產權
明確，操作透明。稍微瞭解美國的人都知
道，在美國買房需要委托經紀人，然而，
除了經紀人，還有哪些必須瞭解的角色呢
？今天，就來給大家介紹一下美國房產交
易中都有哪些關鍵角色。
下面列舉了美國房產交易中十個重要
角色：買方經紀人；賣方經紀人；第三方
托管公司(Escrow)；房屋檢驗師；房產價值
評估師；貸款銀行和貸款經紀人；產權公
司；保險公司；政府房地產登記；房屋所
有人協會（HOA）。然後我們先來說說前
五個角色在置業過程中的不同作用。

1、買方經紀人

美國房產經紀人需要有政府頒發的經
紀人執照才可以上崗，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買方經紀人的責任是忠實依照買方的要
求，代表買方尋找合適的房產、協調交易
中的各個環節，包括協助安排與購買房地
產相關的所有事項，與交易涉及的所有人
士談判或協調處理交易事務。面對海外客
戶，經紀人需要承擔更多工作，比如幫助
不熟悉美國的客戶瞭解美國，確定置業城
市和房型等。通常情況下，當交易成功達
成時，買方經紀人從賣方獲得佣金。

2、賣方經紀人
同樣的，賣方經紀人也需要有經紀人
執照，其職責是忠實依照賣方的要求，代
表賣方的利益，負責找買家和協調交易中
的各個環節。簡單說，美國房產的交易，
不是買方和賣方的溝通，是代表雙方利益
的經紀人在溝通和談判。通常情況下，買
方經紀人接觸不到賣方，賣方經紀人也接
觸不到買方，不過雙方經紀人的佣金都是

由賣方支付。

3、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是第三方服務
公司，透過它以公正的第三方立場代表買
方和賣方保管法律文件和資金，並根據買
方和賣方的協商結果進行分配。當買賣雙
方確定購買意向，簽訂合同後，買方交定
金，準備房屋檢查，賣方提供房屋相關資
料，當雙方確定交易繼續，買方需要把尾
款提供給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由第三
方托管公司 Escrow 按照合同協商的結果把
房屋所有稅款和債務結算清楚，支付雙方
經紀人佣金，再將剩餘轉給賣方。
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是房產交易中
的重要角色，站在第三方角度監督交易過
程，保障雙方權益，不會偏向買方或者賣
方，確保交易過程順暢。

4、房屋檢驗師
房屋檢驗師是一個專業的工作，也需
要有政府頒發的房屋建築檢驗師的執照才

可上崗。這個角色也屬於獨立第三方，應
買方或者貸款機構的要求，對房屋各項設
施的質量，是否符合政府指標等進行檢驗
二手房的房屋檢驗必不可少，主要是
要確定房屋是否與賣方描述一致，發現問
題可以與賣家協商維修或者降低房款等，
如發現嚴重問題，買家也有權無責任取消
合同。

5、房產價值評估師
同樣是專業工作，房產價值評估師需
要有政府頒發的房產評估師執照才可上崗
。同屬獨立第三方，由買方雇傭或銀行貸
款部門要求，負責提供專業的房產價值報
告。因為這個角色可以影響交易談判和銀
行貸款的發放，政府一直在加強對這個行
業的規範，最大限度排除交易的各方對評
估師的影響，從而確保價值評估的客觀性
。以上就是美國房產交易過程中前五個角
色的作用。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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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如何出價大學問！
經過資金籌備、諮詢經紀，漫長的美國買房看房後，
當你看中了一套自己滿意的房子，卻不知道如何出價才好
，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其實在美國買房，出價議價都是很
有講究的。小編就和你談談出價議價那些事兒。

出價在英文中叫 Offer，
買家給 Offer 有三種情況：

1、給出的價格和賣家的叫價一樣
2、給出一個低于叫價的價格
3、你為了打敗其他的競爭者，出一個高于叫價的價格
。下一步便是等待賣家的回應
當買家給出自己的報價後，賣家或是接受報價，或是
不接受，但願意和你商量，于是賣家再給出一個新的價格
counter-offer，這樣一直到雙方都同意的價格。
如何出一個合理的價格。既不會太低又不會出太高，
究竟要如何定價呢？

要正確出價，首先你要對這個市場、
這個房產有充分瞭解：
1.判斷這個房子值多少
2.參考周圍相同類型的房產近期成交價和最近上市的
房價
3.到底有多喜歡這個房子，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出價需要注意事項：
目前美國房市這麼熱門的情況下，盡可能在房屋一上
市就出價是最好的。出價前要做好準備，比如資金、預批
信。建議買家事先要做好功課和事先準備，瞭解自己對于
各項狀況的承受能力。

個百分比？為什麼降價出售。通過比對讓自己心裏有數。
具體看想出手的房子戶型、新舊程度、院子大小、綠
化程度、保養程度等，參考其他房屋售價。
上市天數在出價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以紐約為
例，房產銷售很快，基本上一棟房子不出一個月就能脫手
。如果出現一個房子上市很久都沒有人要，一定要搞清楚
原因。如果自己能夠承受，就是一個殺價的好機會。
可以詢問賣家為何要出售房屋：比如旁敲側擊地看看
這房子有沒有降價的餘地。就比如說賣家急需資金短缺或
者去外地工作啊，又或者造了新房需要搬家，這種賣家比
較急于脫手的情況下，一般來說會比較容易接受低一些的
出價。但如果賣家並不著急，那麼他就比較會慢慢耗，一
定會等著能讓自己滿意的價格。
出價的“黃道吉日”：其實出價也確實有一個所謂的
黃金時間。專家建議，推薦買家可以找一些周一剛上市的
房子。只要對房子滿意，立馬報個合理的價格，但是限賣
家在 24-48 小時內回應，這樣在周末大批人馬看房前，已
經和賣家達成了協議。不用和別人去擠，也順利拿下了好
房子。

打聽賣家總共收到多少 offer：
如果只收到一兩家，那麼可以適當地壓一下價格。但
如果賣家收到了二三十封 offer，買家又對這個房子非常喜
歡，志在必得的話，那麼要想能夠順利拿下，就需要全價
接受甚至是加價了。畢竟好房子難得，如果實在喜歡，那
麼為了省一兩萬而失去了好機會，也是得不償失。

收到 Counter-offer，怎麼應對？
當買家最終給出一個 offer 時，有時候賣家接受了你的
報價，那就可以順利進入下一步，簽訂合約。但是經常的
情況是，賣家不滿意你的出價，在你的價格加上了一些，
之後發回給你，問你同意不同意，這就叫 counter-offer。
也意味著真正進入了討價還價的階段。

也可以。

簽了合同以後，也有機會討價還價
簽合同之後呢，其實還有兩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機會。
第一個是做完房屋檢查報告後，如果報告顯示房屋有
問題，修理的金額比較大，可以因此為由要求對方修理或
者降價。美國法律規定，一旦有房屋檢查報告，賣方一定
要公布于眾。這樣，如果賣方不同意降價或修理，你退出
，這份報告也會影響以後的買家。所以一般來說，賣家會
選擇讓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這個房屋檢查報告一定要找
專門的檢修師傅來檢查，這樣才比較完善和專業。
第二個機會是做完房子價值評估。如果評估價值低
于合同價，而且合同裏也沒有寫明即使評估價值低于合
同價，合同也有效的話(現在是賣方市場，價格炒起來後
，合同價比估價高很多是正常的)，那你可以和賣方溝通
，要求他們降價，這樣你才能將貸款做下來。如果賣方
不想麻煩，一般也是會同意的。
俗話說得好，該出手時就出手。省錢固然重要，但各

出價後，怎麼和賣家討價還價。
1.是否賣房市場：如果是賣房市場，那麼還價的餘地很
小。如果對房子很滿意，賣家加上的價格也沒有很離譜，
建議果斷答應這個價格。
2.買方市場：本身報價可能就較低，稍微適當的還價

出價的技巧和房市的走向很有關係。
方面都完美的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當遇到中意的房子之後
，如果真心喜歡，那麼就儘量別去計較那一兩千或者是一
兩萬的還價，當斷則斷，才不會為了錯過好房而後悔懊惱
。
在美國買房子是可以砍價的，但一些中國買家開大口
壓價，反而讓對方覺得沒有誠意，從而失去機會。華美優
勝表示，相對來說，美國房地產市場成熟，信息公開，欲
出售的房屋不會隨便亂開價，因此，在討價還價時，無需
大幅壓價。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59

E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如果房市處于低迷的狀態，市場上房源眾多，買家少
，也就是常說的買方市場，可以考慮這樣的策略：先壓低
價格，慢慢討價還價。
但如果是賣方市場，許多好的房產一上市，都是用搶
的，這時候選擇這樣的策略就不合時宜了。然而買家也不
能隨便就出個高價，這時候更要講究出價的技巧。
專家建議：查詢相同狀況下，該區其他房子過去 1 到 3
個月內成交的房產價格，以此為參數，看看多少房子的最
終成交價是加價的，加了多少百分比？哪些因素導致這些
房產加價出售。又有多少房子是降價出售的，又降了多少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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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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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如何让外国民众爱上中华文化
——对话四位华侨华人艺术家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如何增强中华文化在海
外民众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如
何在多元文明交流中保持中华文
化自信？围绕这些问题，四位来自
不同领域的海外华侨华人艺术家和
本报记者分享经验、畅谈感受。

邱增慧 （中） 教外国小朋友学习中国传统乐器。

■ 中英戏曲协会会长邱增慧：

“中国戏曲与海外民众‘面对面’”
我自幼学习京剧，从中央戏曲学
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专业京剧演员。
旅居英国 20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
在海外传播中国戏曲文化。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最关键的一
条就是“走出去”，把舞台搬下来，
让后台变前台，让中国戏曲与海外民
众实现“面对面”。我们经常走进当
地学校、社区、剧院等，开办化妆、
声乐、表演等课程，让感兴趣的外国
友人亲身体验京剧的脸谱画法、服饰
搭配、乐器演奏、身段唱腔等，消除
中国戏曲艺术的神秘感。许多英国观
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此表现出浓
厚兴趣。
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重
视“引进来”。中英戏曲协会自成立
以来，就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吸收新鲜
血液，欢迎对戏曲感兴趣的侨胞、留
学生和外国友人加入，社团的力量不
断壮大。同胞们借京剧一解乡愁，凝
聚力量。外国友人则以此为平台，进
一步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的
了解和认知。
作为海外艺术工作者，我们是传
播中华文化的天然使者。中国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光
彩,我们要保持这种文化自信。近几
年，受英国多家知名剧院邀请，我曾
担任多部西方戏剧的音乐总监，我会
把中国戏曲舞台的一些元素巧妙融入

其中。东西方文化碰撞出的艺术火花
令人惊喜，受到了英国同行和观众的
高度认可。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戏
曲文化带给我的灵感。
■ 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

“立足本土，开放包容，创新发展”
我 1987 年 来 到 澳 大 利 亚 ， 当 时
华人的文化活动仅限于舞龙舞狮。三
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华文化已
成为澳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
星艺术团的演员们更是频频亮相当地
大型演出。这样的文化盛景令人无限
感慨。
华星艺术团的发展要立足本土，
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在这方面，
悉尼华星艺术团进行了一些探索：
定期拜访当地老人院，为孤寡老人
带来中华文化演出；积极参与澳大
利亚各个市郡政府举办的嘉年华、
艺术节等大型演出；多途径擦亮华星
品牌，如“我用创意上华星”等品牌
文艺活动，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其
中；在华星举办的文化活动中，我们
会留出较大板块，吸引多国演员共同
参与。
华星艺术团未来要走创新之路，

不断提高自身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源源不断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的线下排练、
演出受到一定影响，但我们也有更多
时间来思考、沉淀。疫情期间，我们
拍摄了 40 多部短视频作品，以抗疫
为主题的原创作品也层出不穷。我认
识到，后疫情时代，文化艺术的多元
发展将给华人艺术家带来更大创作空
间，我们要抓住机遇，深挖中华文化
经典中与时俱进的创新价值。
■ 旅德中国青年钢琴家张海鸥：

“用音符讲好中国故事”
我毕业于德国汉诺威音乐与戏剧
大学，在国际乐坛奋斗多年。用音符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艺术家互学
互鉴，一直以来都是我工作的重点
内容。
第一，中国优秀钢琴家要抓住机

会走向国际舞台。我欣喜地看到，与
我当年读书时相比，如今到欧洲学习
钢琴、古典音乐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
数量有明显增长，但留在国际舞台上
的独奏家数量仍有待提高。除了日常
演奏活动外，我还身兼三个国际音乐
节的总监，其中德国布克斯特胡德市
的音乐节以我的名字命名，至今已有
12 年。有了这样的平台，欧洲乐坛对
中国钢琴家有了更多了解。我一直密
切关注海外涌现出的优秀华人青年音
乐家，邀请他们参与音乐节相关活
动，支持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自我。
第二，将中国古典民乐融入钢琴
演奏中，用西方听众易于接受的音乐
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曾到一些德国
中小学，为孩子们演奏中国风乐曲；
在各大音乐厅或音乐节的表演中，我
经常选取 《浏阳河》 等中国名曲来演
奏；一位德国同行出了一张名为 《中

③
图①：林峥明在自己工作室创作中国画。
图②：余俊武在录制华星艺术团的节目。
图③：张海鸥在钢琴独奏表演中。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
②

①

国 梦》 的 专 辑 ， 其 中 包 含 《康 定 情
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等中国歌
曲，我积极帮忙推介宣传。
第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
亲在于心相交。用音乐架起中外民心
相通的桥梁，华 侨 华 人 艺 术 家 责 无
旁贷。今年是中国和奥地利建交 50
周年，明年是中国和德国建交 50 周
年。我以此为契机精心策划了一些
演出活动。德国巡演正在紧张筹
备，其中重点曲目就包括黄河钢琴
协奏曲等中国名曲。希望更多欧洲
听众能从中国音乐中感知中国悠久的
历史文化。
■ 旅日中国画家林峥明：

“相互尊重，加强交流，取长补短”
我 1987 年 来 到 日 本 ， 专 门 从 事
水墨画创作研究。在我看来，海外艺
术家要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艺术无国界，要本着互相
尊重的态度加强与各国艺术家的交
流，取长补短。日本水墨画多用黑白
色调，中国水墨画色彩相对丰富。两
者有共同之处又各有风格。我受日本
画家细腻风格的影响，创作出一些以
樱花、和服女子为主题的水墨画作
品，深受日本民众喜爱。将中国水墨
画的绘画技艺与日本传统文化元素相
结合，提升了中国画在日本民众间的
亲和力和关注度。
第二，创作与育人相结合。在日
本这些年，除了创作外，我还创办了
自己的工作室，招收了许多日本学
生。其中有普通上班族、退休老人、
绘画专业的学生等。在日常教学中，
我不仅教授中国画的绘画技艺，也和
学生们就中日文化、历史、社会风俗
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这不仅使我增
强了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也让更多日
本民众感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对我
们的艺术创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要不断锤炼自身艺术素
养，保持文化自信，向海外展示中国
艺术家的风采。中国水墨画艺术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深受日本各界人士
喜爱。艺术家要做好中日友好的桥
梁。旅日期间，我经常举办一些个人
画展、作品联展、专业讲座等，积极
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水墨画的悠久历
史和当代发展，用优秀的作品吸引更
多人关注、喜爱中国画。

環球視野

星期一

2021年7月19日

Monday, July 19, 2021

A7

加拿大的这把大火，烧得有点猛
美国和加拿大最近很热，前所未有的热
，新闻报道说，已有数百人被热死。
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热浪
就引发了 170 多起森林火灾。一个叫利顿的小
镇，在创下了 49.6 度的高温纪录后，被大火
几乎彻底焚毁了。
看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学校被烧毁，
房屋被烧毁，急救站，医院都被烧光了”。
但这还是大自然的火，另一种火，正在
人们心中升腾，一所又一所教堂被焚毁了。
反正，看新闻照片，触目惊心。
一所又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在大
火中被付之一炬。
6 月 21 日，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两
座天主教堂被焚毁。
6 月 26 日，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
有两座天主教堂被焚毁。
7 月 1 日，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有
两座教堂遭到破坏焚毁。
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在加拿大不少地方
，很多教堂被破坏，被涂鸦，被差点焚烧。
遭到破坏的，还有其他非天主教教堂。
比如，7 月 1 日，一所圣公会教堂就遭到
纵火，看加拿大的新闻报道，一位原住民这
样感慨：任何人都会做错事，因为那不是一
个天主教教堂，那是一个英国国教教堂，在
那座教堂里，有我们的社区美好的回忆。
言外之意，罪恶都是那些天主教堂干的
，这所新教教堂，完全是池鱼之殃。
显然，这是一个很“顾全大局”的加拿
大原住民，都表态了，“任何人都会做错事
”。
但这是错事那么简单吗？很多人，显然
无法认同这一点。
所以，除了焚烧教堂外，一个又一个殖
民者的塑像被推翻。
其中，就包括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
。人们找来绳索，套上她的脖子，将她拉倒
。女王塑像底座，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红色印
，还有，“我们曾经是孩子，带他们回家”
的牌子。
但这些孩子，永远没法回家了。
除了早已作古的维多利亚女王，现任的

伊丽莎白二世也塑像，也遭殃被推翻。
为什么是两位女王？
或许有一点也很清楚，她们执政的时期
，都放任了对加拿大原住民的压迫，甚至种
族灭绝。
历史的一幕，似乎又在发生。
上一次，西方大量的纵火和推翻塑像，
还是去年美国“黑命贵”运动。黑人奋起反
抗，纵火焚烧，推翻殖民者的塑像。
主要发生地在美国，也波及英国、加拿
大和欧洲大陆。
这一次，则主要是在加拿大，奋起反抗
的，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即我们所说的印第
安人。
原住民确实出离愤怒。因为最近在一些
寄宿学校原址，发现了很多个无标记墓穴和
大量原住民儿童遗骸。这些寄宿学校，都是
由罗马天主教会管理运营，加拿大政府资助
和建立。
但这可能是加拿大历史最血腥最丑陋的
一幕。在过去 100 多年里，西方殖民者掌控的
加拿大，建立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
将原住民孩子从父母身边强行带走，送到寄
宿学校，以此同化原住民。
按照 2015 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
布的一份报告，自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至少有 15 万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
蒂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儿童寄宿学
校。
最终的结果？
至少 3200 名儿童在学校被虐待致死。另
外报告称，加拿大政府销毁了 20 多万份寄宿
学校记录档案，大量原住民的历史被抹去。
这到底是学校，还是屠杀？
7 月 1 日，这一天，是加拿大的国庆节。
但加拿大人不是在欢庆，而是在全国哀
悼和抗议。哀悼那些无辜死去的孩子，抗议
这个国家的罪恶。
人们走上街头，高呼“不要以种族灭绝
为傲”、“废除加拿大（国庆）日”、“我
们曾是孩子”、“孩子不应该被埋葬在校园
里”……
唉，孩子不应该埋葬在校园里！

加拿大政府态度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呼吁“和解”，他说
：我们在全国看到了狭隘、种族主义和仇恨
的抬头。包括针对天主教堂的破坏和纵火行
为是不可接受的，也是错误的。
但他也承认，他理解加拿大原住民的愤
怒，因此，希望在未来五六年时间内达成
“和解”。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加拿大最近的麻烦。
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懂的人都懂。
7 月 2 日，在又发现 182 具原住民儿童无
名墓葬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做了一番很
感性的表态。他说：
这已经是自 5 月以来，我们第三次看到有
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无名墓葬
和遗骸的新闻，这一消息令人震惊和心碎。
我们也注意到，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
大会全国酋长勒家德表示，最新发现进一步
证实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存在着故意不
标记死者身份的原住民儿童乱葬岗，幸存者
们此前反复说起，但无人理睬，加拿大应对
全国 139 个寄宿学校遗址展开调查。
长期以来，加方对本国原住民遭受迫害
的事实和真相敷衍塞责，却对别国指手画脚
。我们敦促加方“揽镜自照”，拿出更大的
劲头，对原住民遭受虐待歧视问题彻查真相
、追究责任、进行补偿，彻底纠正原住民遭
受压迫的不公正现象。
毕竟都是孩子，就这样夭折在加拿大的
学校里，将心比心，也难怪中方要表示，
“令人震惊和心碎”。
总共有 139 个寄宿学校，如果真正调查的
话，又将发现多少罪恶？
但关键是，加拿大会真正、彻底、公正
地调查吗？调查完后，真能给原住民一个合
理的解释和赔偿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殖民者来到加拿大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但真相不会永远被掩埋，现在，愤怒正
在寻找出口。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迟早有一天，熔岩将喷发而出。
加拿大的大火，还将熊熊燃烧！

诈骗天堂缅北正在消亡
整个 6 月，缅甸北部和中国交界
处的各个口岸，挤满了办理手续准备
回国的人。
这股人潮的起因源于 5 月开始，
中国各地政府发布通告，督促滞留缅
甸北部的人员回国。湖南宁远、广西
宾阳、湖北天门、福建长汀、云南楚
雄政府等数十个城市先后发布了类似
通告，督促滞留人员回国，期限一般
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
而此事全因近年来在缅甸北部猖
狂、中国大陆深受其害的网络电信诈
骗，各地方政府重拳出击，已是多年
顽症难治的最后绝招。
2015 年，缅甸北部开始出现零星
电信诈骗团伙。这一年，e 租宝崩塌前
，它的实控人丁宁就在缅北佤邦地区
买了一个“总司令”头衔，还组织起
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年 12 月，丁宁在
准备从中国出逃前被抓捕归案。
缅北成为诈骗天堂的原因，和
它 的 政 体 关 系 很 大 。 1989 年 缅 共 解
体，原来的武装统辖地一分为四，
分成了果敢、佤邦、克钦，勐拉四
个特区。丁宁当“总司令”的佤邦
，属于缅甸北部四个特区之一。他
们都是独立于缅甸中央政府的军事
武装力量。
早前，缅北和中国警方联手打击
电信诈骗的案例还常写进中国媒体的
报道中。直到 2018 年 10 月之后，缅北
警方给诈骗团伙“正名”，颁发“现

金网业务“的营业许可证，还成立经
济开发区安置这些诈骗团伙，随后，
小勐拉科技园、佤邦孟平开发区科技
楼、贺岛开发区智慧园先后建起来，
诈骗团伙在这些开发区里“登堂入室
”。据“凤凰 WEEKLY”引用一位警
方线人的观察，据说是诈骗者贿赂了
当地警方。
此后，国内熟悉的电信诈骗，在
缅甸用“现金网”黑话代替。
在缅北地区，仍能收到中国移动
、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信号，这
成了电信诈骗者利用的工具，为此，
2019 年，公安部封停过中缅边境地区
的手机号、支付宝、微信和 QQ 号。那
年，很多云南边界地区的民众也曾受
波及。
缅北电信诈骗如爆炸式蜂拥而入
时。2019 年，外号“希特勒”的 19 岁
青年潘某、外号“蒋介石”的 18 岁青
年刘某、外号“夸父”的 24 岁青年程
某进入缅北，在缅北卧虎山庄诈骗窝
点，在一个叫“阿平组”小组学习了
三四天后，开始以“代办员”身份进
行电信网络诈骗。
一份四川营山县人民法院披露的
刑事判决书显示，“阿平组”属于一
个更大的诈骗集团。这个集团是 2018
年福建武平人阿斌建立的电信诈骗组
织。设立有“拉手组”，负责打电话
联系被害人、9 个“代办员组”，具体
负责实施诈骗行为。还有“财务组”

、“网络维护组”、“后勤保障组”
等部门。
像阿斌这样的诈骗集团，在缅北
有无数个。
缅甸缅北地区的诈骗窝点主要聚
集在缅北大酒店、卧虎山庄、木姐山
庄等地，阿斌的窝点也在这一带。每
个窝点成员有百人左右不等，诈骗窝
点实行集团化管理运作，诈骗人员到
缅甸的路费、在实施诈骗活动期间的
食宿均由诈骗窝点统一免费提供，诈
骗窝点的上、下班、食宿时间由窝点
统一规定，每个代办员在诈骗期间均
使用外号，并将公民身份证、手机等
个人物品上交管理人员统一管理。
阿斌电信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是
使用虚假的网络贷款 App 平台，虚构
可以发放贷款的形式从事电信网络诈
骗活动。
据判决书披露：
诈骗窝点小组组长每天给“拉手
”“代办员”发电话清单、工作手机
、通讯卡、工作电脑等诈骗工具。
“拉手”与“代办员”每天搭配不固
定，拉手负责拨打诈骗电话询问客户
是否需要贷款，对有贷款需求的客户
，引导其添加当日与其搭档的“代办
员”QQ。后“代办员”按照“话术剧
本”，使用 QQ、手机与客户通联，引
导确需贷款的客户下载提前制定好的
“容易贷”“容好贷”“蓝创贷”
“功夫贷”“工薪贷”“惠薪贷”

“钱享贷”“幸好贷”“薪好贷”
“享益贷”等虚假贷款 APP，使用的
APP 名称不定期更换，并利用该 APP
在后台掌控并查看客户信息、修改数
据，制造给客户发放贷款的假象，并
以帮助客户办理网络贷款需要支付
“包装费”、“认证金”、“解冻金
”、“刷流水”、“补流水”、“私
人走账”等理由骗取客户的钱财。
“拉手”每月领取固定工资，
“代办员”的工资按照诈骗金额的
12%进行提成，单日诈骗总金额达到
30000 元，额外奖励 1000 元；单日诈
骗 总 金 额 达 到 50000 元 ， 额 外 奖 励
2000 元 ； 单 日 诈 骗 总 金 额 达 到
100000 元 ， 额 外 奖 励 5000 元 。 诈 骗
期间，犯罪集团中“拉手”与“代
办员”相互配合，共同实施诈骗行
为，“拉手”与“代办员”每天搭
配不固定，“代办员”每天至少搭
配一名“拉手”，“拉手”每天至
少要拨打 200 个诈骗电话，引导有贷
款意愿的客户添加当日与其搭配的
“代办员”QQ，由“代办员”继续
实施诈骗行为。
从 2019 年 4 月 3 日到 2019 年 5 月 11
日，“希特勒”“蒋介石”“夸父”
在这个窝点干了 37 天的诈骗，分别赚
了 14000 元、5000 元、2000 元。后来均
被判处了四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他们
上头诈骗组织，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
，仅涉及的 178 名被害人报案，涉案金

额就达 438.49 万元之多。
到 2020 年，电信诈骗在中国的局
面，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2015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
骗案件 59 万起，共造成经济损失 222
亿元。到 2020 年，公安部披露的数据
显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财产损
失已经达 353.7 亿元。
这些电信诈骗的案件很大一部分
来自缅北。传言缅北有十万以上电信
诈骗者。这数据没有官方统计佐证，
但常被警方公众号引用。
5 月份开始的这波要求滞留缅北人
员全部回国，否则注销户籍，已经是
罕见的重典治乱。
从 5 月下旬开始，缅北四个地区
的各个口岸，挤满了办理手续回国的
人。他们被要求与户籍所在地警方报
备，限期回国，否则将遭受严厉的惩
罚，比如福建省莆田公安就发过通告
，对缅北窝点人员子女在幼儿园、小
学、初中新生录取和开学时，父母双
方没有共同当面申请入学就读手续或
面谈注册报名的，一律不得就读城区
学校；对缅北窝点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的银行账户、网银予以冻结反制，并
取消相关业务资质。
这些重拳，正在收到效果。比如
，截止 6 月 17 日，河北大城籍滞留缅
北人员已全部成功劝返。过去缅北
“每成功诈骗 50 万，就放一束爆竹庆
祝”的日子正埋进疯狂的诈骗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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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帶風的香港人
記環球信用卡公司董事長林文康Brandon
記環球信用卡公司董事長林文康
Brandon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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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康 Brandon Lam
Global 環球信用卡商務公司董事長
美國獅子會休斯頓分會副會長
香港會館理事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斯頓，
環球信用卡公司的董事長 Brandon 算是
一個著名人士了，尤其是餐飲業的人
士和廣東香港僑社的朋友，都對他很
熟悉。他給人的感覺是永遠都在忙忙
碌碌，總是背著一個工作包，在去見
客戶的路上或正在見客戶。他是一個
典型的香港人，勤奮、善於抓住機遇
，喜歡自己當老板。
Brandon 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粵
語和普通話，這讓他做生意的時候比
很多華人有了先天的優勢。Brandon 在
香港長大，他爸爸是手藝很好的裁縫
，收入非常不錯，不過在成衣時代，
裁縫已經是夕陽產業了。他爸爸當機
立斷，把 Brandon 送到英國的曼徹斯特

today-america.com

11.9.2018

讀高中，大學他自己選擇在英國讀
Marketing，因為他性格隨和外向，而
且善於喝酒，做市場營銷是最合適不
過的了。那時候計算機專業非常熱門
，Brandon 又來到美國，在休斯頓大學
讀了一個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碩士，這樣一來，Brandon 既有專業技
能又善於與人打交道，很快被一家美
國紅酒公司 Glazers 錄用了，專門負責
對華人市場的銷售，尤其中餐館是他
的重點銷售對象，那時候的中餐館基
本都是廣東人香港人開的，Brandon 很
快就與各個餐館老板交上了朋友，他
的紅酒銷售業績一直名列前茅。賣紅
酒給餐館，當然要與餐館老板們一邊
喝酒一邊談生意，就這樣，Brandon 的

酒量練出來了，也在喝酒中找到了新
的機遇。當時他往餐館賣紅酒，認識
了一個往餐館賣信用卡機的許經理，
他很看好 Brandon，認為他頭腦靈活，
腿腳勤快，又天生有香港人膽大心細
的特點，建議他轉行做信用卡，他說
信用卡這一行是朝陽產業，以後越來
越普及，而且華人幾乎沒有做這一行
的，你英文好，不應該局限於賣紅酒
，等到賣紅酒的華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再轉行就來不及了！
一語驚醒夢中人，Brandon 從許經
理的話中敏感地發現了新的商機，買
紅酒的餐館也都可以安裝信用卡機嘛
，他說幹就幹，馬上跳槽到了信用卡
公司，他的銷售業績遙遙領先於公司
其他同事，引起了公司一位合夥人老
板的註意。兩年以後，這個老板與其
他合夥人分拆，另立門戶單幹，臨走
時他對 Brandon 說，我要單幹了，臨走
前想送句話給你，你這樣的人才應該
自己當老板，你難道一輩子給別人打
工嗎？
這句話給了 Brandon 很大的啟發，
創業要趁早！想等到所有的事情都
Ready 了才開始幹肯定是不現實的，那
麼就馬上幹起來吧！他馬上獨資開辦
了 Global 環球信用卡公司，那時候全
美國只有 5 個華人開信用卡公司，
Brandon 搶占了市場先機，他賣紅酒以

及在信用卡公司打工時的很多客戶一
直跟著他，他很順利地賺到了他人生
的第一桶金。但是很快的，越來越多
的華人開始湧入信用卡行業，這一行
越來越難做，Brandon 發揮出他電腦專
家的優勢，及時找到了新的業務增長
點，自主研發出了專門適用於餐館點

餐的 McPos 系統，這個系統根據客戶
的條件和需要量身定做電腦點餐和結
算系統，贏得了很多穩定的客戶。目
前環球信用卡公司已經在明尼蘇達州
和拉斯維加斯設立了兩家分公司，今
年還研發出了 online order self –order
system 自動點餐系統，準備在 2019 年
推廣使用。
Brandon 除了做生意之外，對社區
活動也非常熱心，他是美國獅子會休
斯頓分會副會長，香港會館理事，他
的大部分業余時間都在參與做慈善，
服 務 社 區 。 上 個 星 期 的 alief internation-al 大遊行，Brandon 就是指揮官，
還得到了休斯頓市長的親切接見和感
謝。由於他經常積極組織華人參與到
主流社區的活動，為美國的文化大融
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上個月他被美
國 Knight of Rizal 封為 Sir Brandon Lam
爵士榮譽稱號。
Brandon 總是很忙，他忙著賺錢，
忙著做公益，也忙著玩兒，空閑的時
候他喜歡開飛機，滑雪，hiking。他工
作的時候拼命工作，玩的時候拼命玩
，這就是 Brandon，一個活得很認真的
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