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廣 告
星期一 2016年11月21日 Monday, November 21, 2016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588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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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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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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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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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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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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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房是投資，天經地義，政府如果是硬性發
文不給買賣，那肯定是違憲的。但在美國，大家
都知道有兩種東西不能炒，房子和糧食，美國政
府認為這兩樣是保障民生的最重要手段，副食
品和房子價格暴漲，就會造成社會動蕩。那麼美
國政府憑什麼控制房價限制炒作呢？大家都知
道，美國的土地都在私人手裏，美國政府並不賣
地，所以就避免了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利益
衝突，這樣就方便了政府使用最為有效的調整
手段，徵稅！

你可以依照憲法買賣房子，但我也可以依
照憲法徵稅，讓你買進賣出房子掙不到錢：買了
房子投資的，或者沒有人住，要交管理費，每年
還要交物業稅，最少要交 1%。每年都要交，比如
我的房子，每年光是交房地產稅就快要 5萬美
元，買來不住還真負擔不起。所以炒房的人算下
來，一買一賣根本賺不到什麼錢，美國政府通過

稅收管理，最大程度的穩定了房
價，道理簡單粗暴，並不複雜。

關于美國房價的穩定，請看
附圖，美國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
家 Robert Shiller 製作的這條美
國百年房價變化曲線圖，把一百

多年來美國房地產價格變化趨勢詮釋得非常清
楚。這 條 曲 線 發 表 在 2006 年《Economists’
Voice》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裏，為製作這條曲線
作者使用了 1890到 2005年期間美國的真實房
價，在校正了物價膨脹因素之後發現，在過去的
一百多年裏美國房價實際上並沒有上升的趨勢
，尤其是在 1890年到 1990年期間幾乎沒多大變
化，每年平均增長只有0.2%。

美國政府有效的房地產運行制度和稅收體
系，把美國大多數地區的房價和年薪比一直控
制在3左右。而中國很多城市目前的“房價和年
收入比”已在28或以上，名列世界前茅，相比之
下我們常認為房價非常高的香港“房價收入比”
只有 15.6，很貴的紐約和倫敦在 10到 12之間，而
日本東京只有 8。做房地產起家的王健林前兩
天對美國的媒體說，中國這麼高價格的房產稱

得上是個大大的泡沫，他說得沒錯。
是泡沫就有破裂的一天，還是看附圖，在

1997年到 2005年之間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曾出
現過急劇快速的增長，升幅高達71%。不過這種
不正常的暴漲在美國恰是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前
兆，Shiller在 2006年時就據此作出了房地產泡
沫即將破碎的預測，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了他
是對的，次貸危機引發了房地產泡沫破碎。十年
後的今天，美國房地產的價格將再度回歸到了
曲線的平均水平上。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次貸危
機挽救了美國經濟，也不過分，問題是，誰來開
第一*****，擠破這個泡沫？

世界最多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都生活
在美國，美國人玩經濟並不傻，他們知道把資源
、資金集中到高科技和製造業中去才是對美國
經濟最好的，房地產是沒有科技含量，沒有國際
競爭力的低級產業，但它是民生產業，如果控制
不好，極容易產生投機和全民炒房風潮，不但引
發通貨膨脹，擾亂了民生，破壞了經濟。美國通
過限制資金、資源進入到房地產行業來，逼使資
金進入到高科技和製造業，提高美國經濟的國
際競爭力，實業興邦，靠實體經濟挽救美國。

2008年經濟危機時，中國4萬億資金投放
有意刺激房地產，大家都做房地產，製造業已經
沒有人提及，稅收體系也讓實業非常難做，當中
國GDP超過日本，成世界第二的時候，卻很難說
出一件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和一間有國際
競爭力的企業，然而卻催生了全世界最多的房
地產富豪，中國排名前十的富豪榜上，幾乎沒有
不涉及房地產的，而大家都知道的美國房地產
大王川普，在美國富豪榜上基本排不上靠前的
名次，身家連 50億美元都沒有，身家和做實業
的比爾蓋茨比起來相去甚遠。中國經濟只有走
出房地產暴漲泡沫的怪圈，才能徹底釋放風險
。(取材網路)

美國為什麼房子不能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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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國外購置房產後可能投資者並不出國，而只是
進行投資。那麼在美國的房產該如何出租與管理呢？

美國房產管理與出租方案
房屋出租無非是兩種方式，自己管理，或者由讓專業出租公

司來管理。
如果選擇自己管理，雖然可以節省一些費用，但您必須要清

楚的瞭解美國房地產租賃的條款，而且房屋租賃法規定房東必
須提供給租客一個固定的美國當地地址，以便 他們有問題可以
隨時聯繫你；必須提供給租客一個緊急電話號碼，他們需要幫助
的時候可以在幾個小時後有人前去幫忙；同時房東需要瞭解當
地房租的變化，如果租 客沒有及時付房租可以去處理，如果房
租漲幅可以第一時間瞭解到等等。

這些要求對海外投資者來說，不僅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去關注，更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花費如機票電話費等等。因此
，對于海外投資者，由專業的房屋管理公司管理和出租房屋更為
合理。

如果您決定了讓專業的房屋管理公司來管理，他們將對您
的房子每天24小時都負責。如同買賣房屋一樣，在美國，房屋管
理公司也需要有一定的資質，且地區的要求不同。美國富升地產
，南加州大洛杉磯地區房產經紀公司。

房屋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責相同，如下：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
‧起草租房協議，確認房租及各方職責
‧對租客進行信用調查，保護房東利益
‧幫助租客搬進房子
‧每月收取房租，並轉入房東的賬戶
‧每季度進行房屋檢查，向海外的房東通過郵件或電話進

行彙報
‧如有需要，對房屋進行周期性維修和保養
‧代理房東進行年度報稅
‧處理任何法律糾紛，如未支付的房租等
‧房租合同結束後,結帳退房
‧重新刊登房源，找到新的租客

房屋管理的服務費包括一筆前期費用和
每個月固定的房屋租金比例。

前期費用是用來向市場推銷和刊登房源
，起草出租合同，設置每月房租收取協議等。
費用總額大約從200美金起至最多75%的月
租。

每個月的管理費大概在月租的 8%-18%
，根據地區情況不同。當然，這些費用也都是
可以和你的代理中介協商的。

如果您缺少時間以及海外房地產管理的
經驗，一個房屋管理專家能從很大程度上幫助您：

‧推廣房源，降低空置率，增大收入。因為他們瞭解當地市
場，各種房屋的出租，潛在的租客以及房屋租賃的價格。他們瞭
解如何找到潛在的租客，並避免那些信譽不好的租客。

‧最小化空置率，找到最好的租客
‧維修房屋，保持起良好狀態，進行常規的維修檢查，他們

的經驗可以讓你避免不必要的花費
‧關注收入和支出，保證利潤率
‧協商出租合同，保證您的利益
‧收取房租和定金
‧遵守聯邦政府、州、當地的法律
‧及時處理租客的要求和問題
總之，利益最大化，節省您的時間，是房屋管理公司

的目標。

房屋管理與出租方案
在美國有一種房屋托管公司，可以幫助你代為管理

並進行出租。一般的服務內容有以下：
托管服務內容：

帶租賃的房屋托管
1、代委托方出租，代辦租賃登記手續
2、代收代付租金/水、電、煤氣、電話、有線電視/物業管理費
3、代辦完成租客入住/搬遷/退租交接手續
4、代委托方查驗清理退租房屋
5、代委托方維修家用電器、居室保潔
6、合同約定的其他委托事項。

不帶租賃的純看護
A.看護管理：收存郵件、報紙；歸類登記、信息彙報；日常清

潔；通風、驅潮、香熏；曬被、整理衣櫥；調溫、增濕、除塵；院落、環
境衛生；景觀清理；清除安全隱患；保證一切設備處于良好工作
狀態。同時，絕不會讓任何外人覺查到你的房屋沒人住以增強房

屋安全度。
B.室內修繕：水電氣設備設施維護維修；監控及弱電系統維

護維修；電器保養；電腦維護維修；廚衛保潔；除蟻、滅蟲、驅老鼠
、抓肥浣熊；建築裝修以及車庫門維護維修，清淤。

C.室外維護：前後庭院、花台整治；車庫車道；除草、鏟雪、修
樹。果樹防病除蟲、果實處置、落葉清理；野生動物蝸居處理，渠
道清淤。

D.代租代管：代為對外出租聯繫、刊登廣告、租客溝通、代收
租金；汽車換油、熱車保養；寵物飼養；代管房東的商業鋪面；授
權代為短期看護未成年人。代理房東不在加拿大期間可能遇到
上庭到期和告票出庭；處理房東委托之個人及Business未盡事
宜。

E.特別代辦：替客戶聯繫相關部門；代替客戶接聽電話（如
EI機構，保險（放心保）公司，電話公司或政府福利部門等。按合
理口徑（或您的吩咐）聯繫有關部門。

F.信息傳遞：針對VIP高端客戶、需特別隱私保護的客戶或
其他重點業主提供的精細服務和傾力協助提供遠程監控客戶端
服務，房主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隨時查看到自家宅屋現場實時
監控圖像甚至之前的錄像。(文章來源：網絡)

你的房子如何出租管理？
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看這一文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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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1943年拜見溥儀：
最具諷刺性的曆史會面

汪精卫和溥仪都是让人

为之一叹的人物，这两个人

都做过日本人扶持下的傀儡

政府首脑，而且在日本人的

操纵下，汪精卫在 1943年曾

到"满洲国"的伪都长春拜见

了一次"康德皇帝"溥仪，构

成中国最具讽刺性的一次历

史会面。

三十多年前，那个二十

多岁的抱着必死决心的奇男

子汪精卫，慷慨赴燕京。他

是在革命党屡次起义失败的

激愤下，毅然从东京去北京

刺杀摄政王载沣。他本是要

刺杀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

的，因为无从下手，选择了

溥仪的父亲摄政王。当然，

溥仪那时候年仅四岁，他无

从知道这个欲杀其父子的故

事。银锭桥头一根电线头露

出马脚，汪精卫锒铛下狱。

清朝二百余年，敢去刺杀王

公的鲜有所知，抓到后也是

必死无疑。汪精卫被捕后抱

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

到生还。在狱中，汪精卫写

了那首天下闻名的绝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

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

头。

那时的汪精卫何等英豪

狂傲，他不仅写下这篇杰

作，而且日日囚中吟诗高歌，

其中不乏杰作连连。请看这

首《中夜不寐偶成》：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

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

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

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

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

欷风自啾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

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

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

危樯瘴海遥。

当时颇有大家诗名的陈

衍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篇》

中为此大为赞赏："自来狱中

之作，不过如骆丞、坡公用'

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

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

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

者，得未曾有。"负责审讯他

的肃亲王，对其才具赞叹不

已，佩服有加，大力为他开

脱，暂免极刑，值辛亥革命

爆发，出狱重生。假如汪精

卫当年真的去了菜市口，那

中国历史上将会再有一位如

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

历史如此地捉弄人，三

十年后，当年名满天下的英

雄刺客，去满洲与当年刺杀

的对象进行一次丑剧似的相

会。小皇帝已经长大成人，

野心勃勃，虽然失去江山已

久，但在日本人的羽翼下，

回到东三省，建立了个"满洲

国"，梦想恢复前清大业。而

南京伪政府的总理汪精卫，

已经鬓生华发，面色臃肿，

那个曾经"慷慨歌燕市"的奇

侠，而今从容做倭囚了。在

日本人的安排下，这一南一

北两个傀儡政权首脑捏着鼻

子要表演一次合作与团结木

偶戏。这不过是日本大特务

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会师。

十年前，溥仪在日本人的卵

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

汪精卫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

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

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

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

改变其傀儡之本质。"今天他

竟然作为另一个傀儡总理为"

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去祝贺"

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

满洲帝国国运兴隆"。

抗战刚刚开始，汪精卫

没有投敌前路经长沙时，凭

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

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

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

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

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

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

门前。 "他的心宇已萌生万

事休的茫然，英豪之气荡然

无存，唯有周旋苟且之念。

但是，他的周旋可有余地？

他走得太远，太偏。他去见

"满洲国"皇帝，这是两个国

家首脑相见吗？这是两个

联邦的会盟吗？不，这不

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大东

亚共荣"的片段，他们分别

担任两个傀儡、可怜虫的角

色。而为了自己的角色，两

个丑角竟然为自己可笑的尊

严争论不休。

双方为会见的礼仪发生

很大矛盾，汪精卫坚持一定

要以两国元首礼相见，而日

本人嗾使溥仪坚持以宋朝礼

见。这样，汪精卫成了朝拜，

他坚称不可。双方反复争

论，最后由日本人斡旋，采

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

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当汪精

卫走进伪满洲国皇宫，事情

突然发生变化，只见溥仪立

上方，让汪等人站在下方，

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一

鞠躬"。事已至此，汪猝不及

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

溥仪不答，汪等礼毕，溥仪

始与握手。当天汪精卫还寓，

痛哭不已，此哭声何人能解？

当年"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头"，

如今头颅低得那样卑微，英

雄气短？走狗落魄？苍天可

语？？

从长春途经北平，北平

伪华北政府请汪精卫在中南

海居仁堂演说，汪精卫上台

后久不发语，半天才说出

话："那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

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

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

今日在座可能也要问，我还

是如此答。"说着泪水顺脸颊

而下，座中不少青年，抽泣

声响成一片。很快十几名佩

刀日本军官进来，环立会场，

汪精卫演说如故，结束时会

场一片寂静。英雄末路如此

凄凉，不堪一睹；走狗下场

如此悲惨，后人须知。

世人多叹汪精卫，叹其

才，叹其貌，叹其雄，叹其

奸。当年听到汪精卫投敌，

在病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

医院的病榻上写了一首诗。

诗曰：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

中州未肯遗。

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

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

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

公案总传疑。

此诗用典颇多，阜昌天

子指刘豫，南宋叛臣，金傀

儡政权伪齐皇帝，有诗名。

阮踽，为阮籍的父亲，也是

竹林七贤之一，经不住诱惑

去做了官。褚渊，南齐尚书，

貌美，在丞相位很长，晚年

办了很多荒唐政务。冤禽，

古代精卫鸟的别名，出于精

卫填海故事。

汪精卫在临死前写了一

首《自嘲》遗诗，有这样

两句：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话还

算客观，此人炎凉之路，

最 好 不 要 再 续 了 。 汪 于

1944 年死于日本，汪的夫

人陈璧君，当年舍身随汪

进京行刺的巾帼，在抗战

后倒是和溥仪一起都在狱

中。解放后，她当年的朋

友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入狱

探望，并转告高层意见，

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便

可释放，陈坚不从言，1959

年死于狱中。这一年，另

一个当事人溥仪，认罪伏

法被特赦，1967 年死。

還原盛世才：使新疆完整歸入中華民國版圖
1930年，雄心勃勃不甘人下

的盛世才在南京屈就参谋本部第

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投闲置

散，百无聊赖。老上司朱绍良曾

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

长朱培德没有点头。朱培德是循

规蹈矩的老派军人，对来路和做

派都别具一格的盛世才并不特别

欣赏和看好。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

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专门

部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名报人张

季鸾结下师生之谊。1917年，得

亲友帮助，东渡扶桑，到东京明

治大学留学，接触到一些马列主

义理论。归国后，盛世才弃文从

武，进入云南讲武堂(广东)韶关

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并与以

粤赣湘边防督办身份兼任该校校

长的党国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

的私人关系。盛毕业后，经李根

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

松龄部发展，得到郭的青睐。依

照郭松龄的旨意，盛停妻再娶，

与郭的外甥女邱毓芳结成秦晋之

好。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

保送盛世才到日本陆军大学深

造。邱毓芳同行，入东京女子大

学习家政。盛世才主政新疆后，

邱毓芳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

美龄”之称。顺便说一句，有名

的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最初

便是由邱毓芳的父亲邱宗浚(时任

伊犁屯垦使兼守备司令)主持规划

营造的。

1925年12月，郭松龄发动滦

州兵变，联冯(玉祥)叛奉，讨伐

张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国参与。

终因人谋不臧，郭松龄兵败身死

林长民也因此横死，著名才女林

徽因遂遭遇了丧父之恸。盛受郭

牵累，被取消公费，学籍几乎不

保。但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转

而凭借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

等头面人物的接济资助，终于履

险如夷，完成学业。1927年，盛

世才回国，到国民革命军任职。

要说，升迁其实也并不算慢。但

以盛世才对自己的期许，这样随

人俯仰按部就班实在无法忍耐。

他决心另谋出路。

盛世才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

边陲。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正

在物色讲武堂教育长人选。国民

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龙云举荐了盛

世才，得到双方认可，入滇成行

在即。恰在此时，新疆省主席金

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

揽军事人才，同样经彭昭贤介

绍，鲁效祖与盛世才搭上线，双

方一拍即合。较诸僻处一隅的云

南，浩瀚辽阔的新疆及与之毗邻

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

疑对具有国际视野的“海龟”盛

世才更有吸引力。孰料好事多

磨，金树仁对盛世才颇怀戒心，

回电指示鲁效祖“婉拒”。但鲁

效祖认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

盛世才正是新疆亟需的干才，以

去就力争。金树仁不愿偷鸡不成

蚀把米，只得勉予同意。1930年

秋天，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

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转新疆塔城

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三年后，盛世才夤缘时会，

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

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

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

他根据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在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

制订“六大政策”：即反帝、亲

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

设，标榜“建设新新疆”。

1940年11月，斯大林威逼盛

世才签订租借锡矿条约。1941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国际

国内形势发生剧变……诸多事变

接踵而至，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考

虑改弦易辙。他决定与苏联和中

共决裂，投靠国民政府。

虽然黄慕松、罗文干先后铩

羽而归，此后又国事蜩螗鞭长莫

及，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完

全控制新疆的企图。1941年，吴

忠信巡视青海，成功劝说马步芳

将河西走廊交给中央军驻防。同

年秋，胡宗南派李铁军出任河西

警备总司令，进驻甘肃酒泉，随

时准备开入新疆。

1942年 7月 3日，朱绍良(时

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携带蒋介石

给盛世才的一封亲笔信，从兰州

飞抵迪化，一下子拉近了新疆当

局与国民政府的距离。在当晚的

盛大欢迎宴会上，朱长官即兴赋

诗：“立马吴山忆旧时，相逢塞

外鬓如丝。平生意气期无负，大

好河山共护持。”盛督办为之动

容。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叙旧诗。

卒章显志，它落笔在民族大义江

山一统。以盛世才之精明强干，

当然不会看走眼。他在被迫离开

新疆前后，一再高自标许的，就

是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费尽移

山心力，方使新疆版图完整归入

中华民国。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

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

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

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

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

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

十五倍于浙省，自民国成立以

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

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

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

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

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盛世才终得善终。蒋介石也

实现了“中必为吾弟负责”的政

治承诺。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

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

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

……”江青从 1963年起，便“指导排

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

它树为“样板戏”。

1972 年 2 月 24 日晚，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

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

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

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

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

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

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

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

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

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

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

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

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

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

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

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

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

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

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

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

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

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

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

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

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

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

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

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

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

的特点。我觉得参加

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

男子缺乏风趣，对主

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

专心致志。事实上，

江青说话带刺，咄咄

逼人，令人很不愉快。

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

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

气问道，“你为什么不

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

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

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

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

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

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

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

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

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

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

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

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

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

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

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

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

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

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

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

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

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

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

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

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

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

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

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

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

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

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

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尼克松眼中的江青：說話帶刺

對人毫無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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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吻你的人，你要警惕TA的心
01

李大失恋了。

接吻即分手。

其实，是接吻结束后分的

手。

如果说有些人的嘴唇天生

就是用来接吻的，那李大必定

是其中一位。

李大的嘴唇漂亮又性感，

嘴角稍稍上翘，唇弓弧度优

美，唇珠明显，上唇饱满，下

唇比例非常理想。

最重要的是，他的爱情观

很简单：我爱你，所以每天都

想亲吻你。

他说追求前女友时，总是

处心积虑地制造和前女友接吻

的机会，苦于爱惨对方，不敢

造次，只能苦苦忍耐。

直至正式交往，原以为终

于苦尽甘来，可以光明正大地

亲吻对方。谁知，女友竟以患

上接吻恐惧症为由拒绝每日的

亲吻。

于是，李大的爱情又变成

了：我爱你，所以我不去吻你。

李大就这样隐忍又伟大地

爱了前女友一年半，直至今年

春天两人才分了手。

他们的分手很狗血。

前女友并不是真正患上接

吻恐惧症，而是以此来考验李

大是否真心爱自己。

这个秘密好死不死被李大

发现。

提出分手那天，前女友把

自己摆在卑微的位置破天荒第

一次在众人面前主动索吻。

大家看他们吻得如痴如

醉，难舍难分，心里落下大

石头。

李大却不容更改地单方面

宣布：他们的爱情结束了。

是最后的接吻确定了他的

爱。接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

不再爱她了。

成也吻，败也吻。

一时间大家唏嘘不已。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因为

爱你所以谅解你的拒绝，包容

你的倔强，忍受你的作。

我爱你，所以我想每天亲

吻你。

我爱你，所以我不去吻

你。

难怪有人说接吻是大自然

恩赐人类的试金石，帮助我们

选择潜在的伴侣。

可是，不管你考验谁，

都请不要拿接吻考验深爱你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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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吻结束的爱情，就有

以吻开始的情侣。

大四那年，系里组织了一

场告别趴，来了很多人，相识

的不相识的林林总总。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番

后，还剩下9个喝不倒的。

于是战斗力居高不下的 4

男 5女转战学校西门边上的清

吧，玩真心话大冒险。

玩游戏过程中，陪闺蜜玩

的春夏输了，被罚和在座的任

一个男生接吻一分钟。

当时大家都无节操的隔岸

观火。

后来，春夏在现场4个男生

中选了玩牌出牌很利索的学弟。

学弟一米八的个头，长

得很有味道，帅得一点都不

明显。

春夏来到学弟面前，踌躇

良久，踮起脚尖都够不到学弟

的肩头。

大家唯恐天下不乱般地起

哄。

春夏临阵退缩，学弟却猛

地低头，一下就亲了上去，好

像他们已经接吻无数次一样的

默契。

顿时，全场静谧，大家看

呆了。

但让大家傻眼的更在后头。

惩罚结束，新一轮一开始

学弟就输了，同样是在现场

的 5 个女生中选一个接吻一

分钟。

惩罚很明显，大家意味深

长地笑。

结果，学弟直接走到春夏

面前，捧着她的脸就亲了起来。

他轻轻地吻春夏的额头，

柔柔地，和第一次接吻不一

样，学弟吻得很慢，仿佛害怕

吓到春夏一样地温柔。

吻过额头，吻眼睫毛、眼

睛和鼻子，最后落于嘴唇。

直到春夏回吻他，他才炽

热地吻春夏。

全场噤若寒蝉，生怕吵醒

陶醉于接吻中的他们。

惩罚结束，学弟和春夏宣

布正式交往。

春夏说，接吻是互生情愫

的两个人走进爱、经历爱、品

尝爱、确认爱的一个美好过程。

由此可见，接吻有时候可

以使我们判断一段关系是暧昧

还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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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色戒》，喜欢

探究易先生是否爱过王佳芝。

我以为另一出戏更耐人寻味。

王佳芝从岭南大学转去香

港读书。

期间她加入邝裕民组织的

话剧组，后来又参与邝领头的

刺杀计划。

计划进行前，要从四个男

生里选择一个和王佳芝“过夜”。

王佳芝早在话剧排演期间

就对邝裕民暗生情愫，愿意接

受刺杀任务也是因为邝裕民。

然而当晚邝裕民却和大家

一起任由王佳芝被嫖过娼的梁

润生糟蹋。

那场戏把王佳芝的紧张、

害怕、屈辱、激气和破罐破摔

的心理刻画得非常到位。

梁润生压在王佳芝身上，

经验老道却不知所措。王佳芝

反而豁出去，勇敢并主动地抱

了他。当梁感受到鼓励想要亲

吻她的嘴唇的时候，王佳芝却

撇开了脸。

这一段戏很讽刺却也很经

典。

不由让人想起《色戒》原

著里张爱玲说的一句话：男人

的心事通过胃，女人的心事通

过阴道。

但从这出戏来说，李安无

疑比张爱玲更懂女人，他把张

爱玲没说出来，或说不出来的

话说得更明白。

那就是女人的嘴唇比阴道

更挑剔。

任何时候对女人来说，嘴

唇都是高贵的，那是爱情的领

域，谁都侵犯不得。

比如王佳芝以色爱国，以

嘴唇捍卫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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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吻不是检验爱情的唯一

标准，但嘴唇一定是最懂爱情

的解语花。

有的人尽管不爱你，可他

也对你吻得下去。有的人爱

你，就会把你当成手心里的

宝，小心翼翼，吻你千遍万遍

也不厌倦。

接吻不是交换体液，是交

换爱的荷尔蒙。

对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你，却

从来不吻你的人，你不仅要警惕

TA的下半身，还要警惕TA的

心。爱你的人不一定每天都吻

你，但TA一定愿意和你接吻。

爱就吻，不爱就滚。

老公好色
我總怕他會背叛我
我与老公结婚快两年了，我们

一直都没有要孩子，因为我们都是

爱玩的人，不想过早被孩子拖累。

尽管我们已婚，但我们一直过的都

傻是婚前的甜美生活。有时候，我

傻傻的问老公，当初为什么会看上

我时，他的回答也是够奇葩的，他

竟然说因为他好色，当时，我一直

认为男人都是好色，既然他能够看

上我，说明我有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我与老公都是相互信任的，我

们从来都不会乱翻对方的手机，这

也是我们之间的承诺。所以，我们

结婚这么久，我们一直都没有吵过

嘴。可是，那一天，老公去上班

了，手机竟然落在家。我其实并不

是想看他手机有没有别的女人的信

息，只是想看一下，我们出去玩的

时候的一些照片。当我打开他的手

机图库时，才发现，他手机里有很

多女孩的照片，其中还有几个是他

的同事。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他

拍的照片，并不是只是个人长相，

而是拍的女人的一些特殊部位，比

如脖子、胸、大腿等。我真的不明

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质问他

的时候，他竟然是他们同位的同事

相互传蓝牙传过来的。为了表达他

的诚意，他竟然全都删除了。这

样，我就对他放心了些。

其实，老公可能就是一个好色

的男人，我与他一起逛街时，他总

是盯着一些穿着暴露的美女看，或

者会被广告上的美女吸引。之前的

时候，他说他好色，我还以为那是

他对我的恭维。现在看来，他还真

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好色者。每当

我看见他那个样，我都会生气的拧

他，他倒是不生气，一笑了之。

最近这段时间，我盯他盯的很

紧，我害怕他有什么过份的行为。

因为我是他的老婆，总是担心有一

天，他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来。于是，我就特别想要生个孩

子，可是也许我们压力太大的原

因，一直也没有怀上，老公也给我

弄的特别害怕，只要我谈及行房，

他就有些害怕。我知道这样下去不

是办法，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回复：

即使是好色之徒，他也并不一

定会出轨。从你的描述看，他只是

爱看，这是男人的通病，就像女人

也喜欢看长的帅的男孩一样，其实

内心里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你也不用日夜担心，对于想要

个孩子的问题，也不可急于求成，

因为有些事是急不来的，有时候越

急越怀不上。所以，你们一定都要

放平心态。

懷念那些
沒有愛情的年月

怀念那些没有爱情的年月，怀

念那些一个人和友谊万岁的时光，

怀念一群孩子般维修微笑的日子。

有时候，一些年一些美好，总

会让在我们心里种下难以忘记的刻

骨铭心。

总会想念在爱遇到爱情之前的

那个你，那个美好而没有忧伤的你。

那时候，有思念但不寂寞，有

忧伤但难过，因为后者总与爱情有

关。

追逐的喜欢的，永远是那些简

单的青春文字，是理想是心愿是人

生。

一大把的时光，可以用来规划

这个夏天要怎么渡过，要去哪里。

永远能够装做一副单纯幼稚的

样子，然后过着单纯幼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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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國買房的熱度高居不下，不少大陸人都爭先恐後赴美
買房，但說到美國買房，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就是資金問題，怎
樣將國內的買房資金匯到美國。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具體來看看

首先，需要提交一份銀行資金證明(ProofofFunds statement)
。

這份資金證明可以是你的銀行月結對賬單或銀行專們為您
出示的信以證明您在此銀行有足夠的資金來買你看中的房子。
其次，預先核對貸款的證明(Pre-approval letter)。

這表明銀行在預審了你的收入和資產後，願意借出資金給
你買房。也就是說您是該銀行格合的貸款人。主要是在美國發生
次貸危機之後，銀行變得非常謹慎。銀行對每一個來貸款的人都
要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

沒有這兩份證明，賣方是不會考慮您的出價的。
舉例說明：如果您在美國買房想買一棟 100萬美元的房子，

您準備用 50萬美元現金，
再貸款 50萬美元。您需要
提交一份銀行資金證明來

顯示您至少有五十萬美元的資金。這份銀行資金證明最好是由
在美國的銀行開出。但是，如果您在美國沒有銀行帳戶，您在香
港或中國的銀行出示的資金證明也是可以接受的。剩下的50萬
美元您需要提供一份預先核准貸款的證明。這份證明 100%是需
要在美國的銀行為您提供的。

房地產經紀人會將根據您的需求帶您去看房子。當您看上
一棟房子準備提交出價(offer)時，房地產經紀人會幫您聯繫賣方
的代理人，協商價格。當我們向賣方提交出價，我們必須將您的
銀行資金證明以及預先核准貸款證明與offer文件同時附上給賣
方。如果沒有這兩份證明，賣方是不
會考慮您的 offer 的，因為現在美國
買房，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合格買家
都提供這些證明。因此，事先準備這
些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匯款途徑。關于匯款途
徑，是按銀行每人 5 萬美元/年的
額度限制找親戚朋友做人頭走中
行匯的。

值得注意的是：匯款途徑必
須合法、往來清晰，絕對不能通過
比如我在大陸一筆人民幣給某人
、某人在美國給我一筆美金這種
方式，這種方式涉嫌“洗錢”，美國
法制太健全了，美國買房款不能
這樣走。
匯款憑證包括幾大要素：

從大陸自己賬戶裏匯入幫我
們匯款的人的賬戶憑證、匯款人
購匯美金憑證、匯至美國銀行的
憑證;委托他們辦理匯款的委托書
。以後這些資料遞交給銀行時可

能會需英文翻譯件，銀行也可以安排翻譯，有的銀行會收取一定
收費。

如果您的大額資金在美國的賬戶裏沉澱滿3個月(日常小額
花費沒關係的)，美國監管認為你的賬戶資金往來沒有异常，您
此時買房無需提供資金來源證明，也不需要上述人頭匯款時的
有關憑證了。

所以，想去美國買房的朋友注意了，如無特殊方法，先去一
趟美國的銀行開戶，去美國買房前提早匯款，如需貸款，回國準
備有關信用證明文件，才不會耽誤購房大計。為保險起見，還可
以在美國境內多開幾個銀行賬戶，分開匯款。
文章來源：網絡

赴美買房，怎樣將資金轉到美國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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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海外華人 事入鄉難隨俗“囧”

《莊子•山木》有雲：“入其俗，從其令。”回
望即將逝去的2014，海外華人因“入鄉”未能“隨
俗”而鬧出的笑話頻現報端，發笑之餘更引人深
思。

信息理解、法律政策、民族個性、思維方式
等差異，致使海外華人與主流社會雖生活在同
壹片藍天之下，卻又處於不同文化語境之中。忍
俊不禁的糗事，無心之失的冒犯，甚至有意為之
的抗爭，描摹著2014海外華人在文化衝突中努
力融入的“囧”狀。

笑料頻出“囧”境中謀求融入主流

Cherry(處女膜)、Jolly Wang(開心的“小弟

弟”)、Tory(保守黨)、Eating……“中國人起過那
些在中國以外很少用的奇葩英文名”這則新聞，
盤點了華人在美國鬧出笑話的英文名，同時也
揭示了中美文化的差異與碰撞。

隨著華人身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全球各地
，類似碰撞日益頻繁。華人因對當地主流社會與
中國傳統文化差異的認知不足，在融入過程中
往往笑料頻出，身陷“囧”境。

居住在美國亞凱迪亞高檔小區的蔡先生與
太太最喜歡“飯後百步走”，散步之餘尤其喜歡
在漂亮房子前品頭論足壹番。這壹行為在國內
也許無可厚非，但在美國，卻引發小區內白人鄰
居的焦慮，最終擔心他們圖謀不軌而選擇報警。

美國法律預設滿街都是窺視狂和攣童癖，

所以重視從小培養孩子對隱私和
身體暴露的敏感，以減少遭受傷
害的幾率。這使得在中國街頭司
空見慣的“開襠褲”在美國掀起風
波，蒙特利公員市華人男童公共
場所穿開襠褲暴露下體，遭美國
人誤認為“虐童”報案。

日本古來即有混浴風俗，不
互相緊盯著瞅是約定俗成的默契
。慕名而來的個別華人卻不知日
本人習慣，經常忽視“目光管理”，
兩眼直勾勾盯著異性客人的某個
部位使人難堪。

兩年前，英國曾有華人因陽
臺晾曬女性內褲，被鄰居敲門詢
問是否提供色情服務，連當地警
察也“懷疑他們可能在從事色情
活動”。今年，紐約布魯克林仍有

個別華人時常當街晾曬內衣褲，滿街招展的“萬
國旗”讓當地人愕然。

墨守成規 觸法中不經意頻惹禍端

入鄉壹定要隨俗。上面盤點的新聞大多源
於文化差異和不同理解，尚可尷尬地壹笑而過。
但如果華人忽視瞭解當地的民俗和法律，墨守
成規地壹味堅持自身觀念和行為方式，後果往
往不僅是誤會那麼間單，很可能不經意間觸犯
法律而遭受處罰。

警察要求靠邊停車時，在中國，駕駛員壹般
會主動呈上證件，但在美國，馬上從口袋裏掏證
件則會被認為要掏槍，只有雙手放在顯眼位置、
按照警察指示行事才不 會造成誤會。而開車轉
彎和變線不打轉向燈、蛇形駕駛等在美國則屬
違法行為，不僅會吃罰單，情節嚴重時還會被抓
去坐牢。

華人“虎 爸”、“虎媽”引發爭議不斷。歷來
崇尚“子不教，父之過”的華人家庭，多奉行“棍
棒教育”。然而，華人傳統“家教”到了美國卻遭
遇“水土不服”，常被扣上“虐待兒童罪”的帽子
。攜全家到洛杉磯旅遊的華人趙先生，就因氣急
當街打了5歲兒子壹巴掌，被聞訊趕來的警察
帶上手銬，他的兒子也被兒童福利局帶走。

在亞洲，周日通常是消費最火、人氣最旺、
商家不願錯過的大好時機。可是，這在大部分歐
洲國家卻難以看到。基於保證工人休息時間及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等理 由，希蠟規定周日為法
定假日，商店不得開門，然而壹些華人卻“不信
邪”。多位雅典僑區店主因無視政府規定堅持周
日“做生意”，而遭到多個部門聯合查處。無 獨
有偶，西班牙壹家華人百元店6月也因節日期
間堅持營業被重罰3,000歐元。

中國人速來提倡“嘴甜好辦事兒”。但在對

職場性騷擾規定極為嚴格的美國，去年就曾經
發生華裔“嘴太甜”而招來禍端的案例。壹位華
人移民[微博]因習慣以“美女”、“美眉”、“girls”
稱呼女同事，被投訴性騷擾而遭裁員。

華人“見義勇為”也遭遇“洋尷尬”，壹名意
大利華人見搶匪奮力反抗警察逮捕，隨手抄起
路邊壹根木棒抽打搶匪，幫助巡警制服歹徒。但
這壹“義舉”，卻以華 人被扣押，并以故意毆打
傷害他人罪提起公訴結束。東方社會意識中的

“好心助人”與西方社會的法律衝突，讓人在大
跌眼鏡之餘，更引發華人思考，“如何才能更 好
地融入？”

入鄉隨俗 衝突中艱難尋求認同

“入鄉隨俗，入境問禁。”全球化帶來的深度
融合，使得不同族群間交往日益密切，同時，因
傳統文化不盡相同，在社會交往中難免出現壹
些摩擦。海外華人在多元文化相互滲透的時代
背景下，崇尚祖籍國文化雖然沒錯，但也不可忽
視住在國的主流文化。

有評論指出，全球化時代，海外華人是中華
民族形象在海外展示的最佳窗口，更應註重自
身形象及社會影響。然而，個別華人在海外公共
場所大聲喧嘩、隨地吐痰、踐踏草坪、亂扔垃圾、
排隊插隊等不文明現象，被媒體歸納為“中國式
陋習”則讓人汗顏。

從華人大[微博]媽在西班牙公員舞劍晨練
惹誤會遭報警，到日本華人在網上曬女兒遊泳
照被批……面對鉤通不暢、文化差異等實際問
題，加之對當地法律和風土人情知之甚少，對許
多華人而言，完全做到入鄉隨俗并非易事。

正如美國聖蓋博市副市長蔔君毅舉例所說
，“華裔的男孩，在學校要變得很Cool，似乎相當
不容易”。奧地利僑領錢發強也指出，文化上根
深蒂固的區別，使得華人想完全融入比較艱難。

華人入鄉隨俗程度需加深、個別華人公共
意識待提升等問題需要直面，但同時不可否認，
西方社會也的確存在壹種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觀
點與論調，樂於將華人置於“壞語感”之中。

年初壹位華裔老人在紐約闖紅燈橫穿馬路
就被冠以“中國式過馬路”而登上美媒頭條。而
實際情況是，紐約市亂穿馬路的行為比比皆是，
絕非華人“專利”。

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影響力日增，海外華
人的言行舉止備受關註。在此背景下，不排除有
些媒體惡意炒作的可能。但是，入鄉隨俗是尊重
多數人的生活習慣與價值 認同，并不是委曲求
全，更不是放棄自身文明。如何拋棄“客居”心理
，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增進相互間文化理解；如
何入鄉隨俗減少鉤通障礙，知法懂法守法，或
許更值得海外華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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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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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買房的熱情，讓中國的房產
商也把眼光放到了國外！開發商去美國
開發房子，然後賣給來美國的中國人，這
種境外自產自銷的模式，也真是讓人醉

了！
北京《環球時報》援引美國《華爾街

日報》報道，在上海黃浦江邊一個帶有藝
術氣息的建築中，10個家庭共聚會，他們

先聽了一堂關于美國聖誕節背景
文化的講座並一同分享了一隻烤
火雞。這並不是一個烹飪文化課。
這個活動由綠地集團組織，目的是
向他們銷售該集團在美國新開發
的房產，文化講座是附帶的活動。

在美國，商業地產主要面向本
國人，這些地產項目是本國人做的
，也是賣給本國人的。而綠地集團
則改變了這個慣例，將房產的目標
客戶定為中國人。

其實不只是綠地集團，萬達集

團、泛海控股也都紛紛進軍美國房地產
市場。他們的目標是希望有朝一日，從海
外市場，如英國、美國得到的收入占全部
收入的20%。

而與此同時，受到中國鼓勵投資者
“走出去”的政策影響，中國赴美購房者
與日俱增。根據房地產投資管理及服務
公司仲量聯行的統計，在 2015年第三季
度，中國海外購房金額達50億美元，遠超
2014 年全年的 25 億美元和 2010 年的 10
億美元。

麥哲倫開發集團的市場部經理詹姆
斯•羅西克說：“中國人對美國的房地產
情有獨鍾。”
(取材網路)

走到哪就跟到哪……
中國地產商美國蓋樓賣給中國客戶

美國
2015年以來，多方數

據顯示，公寓在所有美國
房產類型中吸引外資的
能力在逐年增加。

Axiometrics 公 司 的
研究報告顯示，全美範圍內高達6%的公
寓房產總投資來自美國境外，並且這個
數據還在逐年上漲，其中，中高端多戶型

住宅增長顯著，已從 2013 年的
5%到達了 2014 年前三季度的
10%。

境外投資增長主要來源：
1. 加拿大養老基金全部投資在美國房產
市場中的公寓房產市場，投資額 12.8億美
金；

2. 俄羅斯的投資者鍾情紐約
邁阿密地區，來自俄羅斯的機
構投資也占有很大一部分。
3. 中國的投資者在住宅型美
國房產上的投資僅2014年就達
到 220 億美元；這些投資有來
自中國投資者的個人住宅購買
和以移民為目的的房產類投資

，同時也有中國機構的
大型投資；

公寓市場調查顯
示，舊金山，西雅圖，洛
杉磯，紐約，芝加哥和
休斯頓地區呈現了超
出全美平均水平的高
出租率。

美國公寓房產境
外投資占比高達 6%，
公寓住宅的幾大優勢
不容忽視：
1. 在2015年2月，美國全國有效
出租率增長了 5.05%，是自 2011
年7月以來的最高值；
2. 公寓市場出租占有率達到了
94.7%，已經基本飽和，即將供不
應求；
3.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是
，美國公寓市場有多元化的特點
，投資者在選擇上有很大空間，
不同風格，不同地點，不同資金

結構，能夠讓投資者找到適合自己的最
理想組合方式。(取材網路)

公寓房產來自境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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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準備賣房的過程不知不覺犯了一
些失誤而不自知，專家建議在作决定前務必反
復三思。

在屋前草坪上擺放一個吉屋求售的標志，
不僅僅只是看得見的有形動作，還牽動到情緒
和心理層面；想想看，您可能在這個屋子裏住了
大半輩子、養育全家人、有種種回憶，此時挂出
求售牌子之際，您真的準備好要搬家了嗎？

專家建議您，在作决定前務必反復三思。不

論您才剛要進入賣房的過程、或者已經在市場
上求售，這時候調整步伐、好好把房子裝點一番
都不嫌晚。很多人在準備賣房的過程不知不覺
犯了一些失誤而不自知，以下是常見失誤，要特
別注意：

第一項失誤 房屋色調
有些屋主會在外墻漆上自己最喜好的特殊

顏色，很可能是非常亮色、特別暗沈或者厚重，

這些都可能讓看房子的
人有負面感受，最好采用
自然色系，諸如藍、綠、灰
、灰褐或白色。為什麼賣
房子前要油漆？根據調查
，房子油漆後會增值，而
且不必花什麼大錢。

第二項失誤 在買主
上門時讓寵物四處
走動

根據調查，全美35%
的家庭沒有寵物，如果您
想賣房子、而家裏有寵物
，務必想辦法降低寵物的
味道，假如地毯上有貓狗
的尿騷味，建議您把地毯
整個換掉，並且記得把散亂在滿屋地上的寵物
玩具收拾整齊，開放房子給人參觀時，最好將寵
物安置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第三項失誤 保留了非常有個人偏好的
裝飾

搬家前務必將極具個人風格的裝飾去除掉
，主要是因為，開放參觀時總希望讓買主
能想像將來入住時的感受，如果留有原
屋主的強烈風格，便會產生干擾。

第四項失誤 照明設備差、空間看
起來老舊

絕大多數屋主忽略了在燈炮壞掉後
及時更換的重要性，讓屋子照明不夠充

足；所以賣房前，一定要盡可能讓房子燈光明亮
。

第五項失誤 房裏仍鋪著老舊的地毯
除了抬頭看看房子各個角落，賣屋前也要

低頭瞧瞧腳下的地毯。假如地毯下有原本地板、
或者地毯有污漬異味，那麼建議您挪除地毯或
者換上新地毯。(取材網路)

在美國賣房子注
意這5個錯誤你一定要避免！

有個人偏好的裝飾

寵物四處走動照明設備差、空間看起來老舊仍鋪著老舊的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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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媒體—邊倒地宣
傳某人時，常用的形容詞就是忘我工
作到了“帶病堅持”的程度。

在美國妳會發現，生命是第—位
的，生病就應該休息，帶病堅持工作是
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表現，對自己都不
能負責任的話怎麼指望妳對他人或工
作負責任?

再說妳流感什麼的還可能有傳
染性。醫生都會告訴妳要呆在家裏，需
要自我隔離多久之後才能去公共場所
，這是公共道德，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表
現。

2．汽車洋房是生活必須品
．不是富人才有

在美國說到買房，基本指的是買
獨立房。也就是國人嘴裏的別墅。這個
基本就是普通民宅，并非有錢人才有。
還有壹種排屋(中國叫聯體別墅)比更
便宜些。這洋民宅3、5萬至千萬美金
不等，產權是永久的

3、政要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作為壹個中國人，如果能有壹張
和主席、總理、哪怕就是省長、市長的
單獨合影，那壹定很了不起了，這輩子
我應該沒有希望了吧…．這些政要多
數人可能壹生都沒有機會見到的，哪
怕是遠遠地撇上壹眼。

而美國的政府官員因為是靠自
己競選選民投票選舉出。妳有很多機

會在他們竟選的時候見到他們，若妳
要求合影的話他們肯定笑逐顏開摟著
妳擺出最動人的姿勢，照完了人家還
謝謝妳的支持。

議員等官員上任後選區的人需
要幫助，給議員寫信的話肯定會收到
答覆，基層辦公室解決不了還會壹層
層往上報。

4．家庭第壹，哪怕金錢和
工作都要給家庭讓路

在中國，因賺錢和工作兩地分居
的人家還真不少，即使家在壹地也還
可能為了工作夜以繼日，把物質的東
西看的超過了壹切，錯過了妻子生孩
子、耽誤了給孩子看病，不能給老人送
終等。

在美國，這洋做是會被別人鄙視
的。在美國，很多人的辦公桌上都擺放
著家人的照片，其樂融融的合影透露
著美國人的家庭觀念，下班後和周末
的時間都是屬家庭 的，所有的節日也
是壹家人安靜地聚在—起。最近—位
美國好友要做—個小手術，她丈夫取
消了全部的商業會談，寧肯自己出錢
支付會談方延期滯留也要去陪著她手
術，這就是國外家庭觀念的典型體現。

—個真實的事。有壹個隻身在美
國餐廳打工的女人，對壹個每天靠說
唱謀生藝人說，妳為什麼不去中國，
我 可以介紹妳去做英語老師。何必那
麼辛苦。說唱藝人說，我為什麼要背井

離鄉，離開我的妻子和孩子?這個工作
不好嗎。我喜歡我的工作。每天和自己
愛的人在— 起，我很幸福。瞬間，在場
的人都覺得那個中國女人更可憐。

5．“富”不等於“貴”

我們現在大部分中國人所理解
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買賓利車、打
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
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實際上，
這不是貴族精神．這是暴發護精神。

在美國以貌取人是很容易犯錯
誤的，富人不是靠名牌包裝的，也不是
名車大房子，而是在不動聲色之中，壹
口整齊的白牙(非常重要)，壹身古銅的
皮膚(有錢度假曬太陽)，壹副健美的身
材(有閑上健身房)．最重要的是每年捐
給慈善協會和教堂的大筆捐款。

真正的貴族學校．學生睡的是硬
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飯，每天還要經過
非常艱苦嚴格的訓練，這甚至比平民
學校還要辛苦。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意
識裏，富與貴是壹洋的，沒有什麼區別
。但事實E這是兩回事兒。

富是物質的，貴是精神的。

6．有錢不等於會生活

有話說，貴族的養成至少三代。
中國現在與美國相比更像是暴發護社
會，離貴族社會相差甚遠。這個是國情
決定的，也是意識決定的。美國進口食
品到中國起碼翻4 倍，這還是按大宗

貨品走的價。美國食品是安全健康，但
只有少數富人吃得起。碰到壹個北京
的進口商，我們問難道中國就不能製
造健康食品?他很老江湖地拋了壹 句
：回去做做看妳們就知道了。錢且不是
問題，買不到才是問題。

在中國，有錢人肯花幾千元每壹
個月保養自己的奔馳寶馬，不願花幾
百 元買個營養品保養下自己的身體。
因為覺得開個漂亮的車，比起臃腫的
身體棒多了。住豪華的裝修，但充滿甲
醛的豪宅，卻不願買—個空氣淨化裝
置。直到大病臨頭 四處求醫問藥，卻
不願意平時多預防，多鍛煉，均衡營養
。

保健?太麻煩了。到了美國才發
現，越是高學歷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
式越是健康的，而中國高學歷和高收
入的人生活方式反而不健康。

奧巴馬每周堅持至少鍛煉6天，
每次鍛煉大約45分鐘．只有星期天才
會休息。他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壹件
事，就是沖進他的健身房開始鍛煉。還
嚴格按照減肥食譜進餐。—般以巧克
力烤花生蛋白棒、烤杏仁和開心果作
為零食。不能說我們比奧巴馬更忙，只
能是我們意識窮乏。

7．讀大學是壹種個人養成
．而不是為了出路和提高
身價

從小到大聽慣了考大學實現“鯉
魚跳龍門”的故事，現在雖然不同了，

但是學歷的標牌1以乎依舊
是身價的砝碼。

在美國妳會發現，高學
歷的知識分子做普通工作并
不新鮮，我見過印度的哲學

博士開出租車、東歐的音樂家幹裝修、
地理系的研究生在找到教師工作以前
在家具店當服務員、工科博士在售車
店做銷售等。

反之．也會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清
潔工旁聽拿到了古典文學的本科學位
、而大貨車司機酷愛莎士比亞長途旅
行的閑暇寫下讓圈內人震驚的居本等
，美國受過大學或更高教育的人口比
例遠高於中國，而這個教育追求的是
壹種養成，和出人頭地沒有關系。

哥倫比亞大學清潔工用七年旁
聽了壹個古典文學本科，因為喜歡。我
不否認．這洋的追求，多少也與國情也
有關。在美國10—20年經驗的藍領年
薪超過常春藤畢業生的水平。而美金
的購買力和人民蔽的購買力……是的
，國人很累，但或許改變的起點不在於
大環境，而在於心靈。

8．離婚的男人像根草

寫到這裏我笑了，在國內的情形
就不用我說了。在美國離婚的話，男人
什麼都得拿出來分壹半給妻子，如果
妻子沒有賺錢能力的話還要支付撫養
費以保證離婚後妻子的 生活水準不
顯著下降，直到妻子再嫁或死亡：孩子
的撫養費更是不能少，多數州規定要
支付到18歲．而且男人支付的撫養費
沒有退稅的優惠等等，男人離婚的話
身 價立馬巨幅縮水．所以．美國男人
鮮有去養小三、小四的事情發生，而是
下班就回家，周末陪孩子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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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人如何續寫移民夢
I/房地產專日/雜版/投資移民/161114C 簡

美國EB-5移民項目在24年前啟
動，每年為那些向美國開發項目投資
至少50萬美元的外國人提供一萬個
移民簽證名額，這些項目涵蓋從乳牛
場、滑雪度假村到酒店、橋梁等領域。
作為回報，投資者及其家庭成員一般
可在投資兩年內便有資格申請綠卡，
即永久居留權。該項目在幾年前開始
在中國市場受到廣泛關注，由于近2
年來中國人申請數量激增，本財年美
國投資移民簽證首次出現名額即將用
盡的情況。

據統計，中國投資者占到了今年
EB-5簽證的大約85%。除了已經獲得
簽證的投資人外，另有10,375個投資
移民申請正在等待美國公民及移民服
務局的審核。美國EB-5投資移民項目
，這麼受到中國投資人的青睞，項目固
然有著它獨特的優勢。但美國項目也
存在著風險，項目開發是否成功的不
確定性，是否能成功創造所承諾新職
位，並且獲得移民局認可，直接影響投
資人是否在兩年以後可以擺脫有條件
綠卡，申請i-829永久居住權是否能夠
獲批，這些都是未知數；投資人能否成
功獲得美國綠卡，很大程度上都要看
自己投資的項目是否能夠實際運作起
來，而投資人自己又無法對項目進行
直接的把控；也由于這個原因，市面上
部分美國項目甚至存在欺詐行為，投
資人苦等多年，最終不但沒有拿到身
份，還搞得血本無歸。

美國國會內部長期以來，對于
EB-5投資移民法案，也一直存在著兩
種不同的聲音，支持該計劃的人士大
力鼓吹其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
，反對者則對該項目對美國經濟實際
帶來的效應表示懷疑，並被指變相出

售美國綠卡，不公正地偏向有錢人，而
受到批評人士的抨擊。PeterJiang指
出，雖然進入下個美國財政年，此類簽
證還將正常向投資人發放，但按照目
前的趨勢來看，真正的排期瓶頸，預計
將會在明年春夏之交到來，一旦這種
情況出現，EB-5申請時間將顯著延長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申請人家庭中
若有接近21周歲的子女，則更有可能
會面臨超齡的危險，而無法附帶一起
獲得綠卡。

在這一系列不確定因素的作用下
，美國投資移民的“性價比”無疑將大
打折扣。中國投資人是否還願意為這
些“不確定性”買單呢？面對美，加等老
牌移民國日趨收緊的移民法案，懷揣

“移民夢”的眾多中國投資人又將何去
何從？海外移民是一種稀缺資源，各個
發達國家願意收的名額有限。中國以
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財富累積，造就
了一批新興的富人。移民需求巨大。中
國投資人必須抓緊時機，在有可能的
時候儘快辦理。目前，新西蘭，歐洲是
屬於移民政策條件相對寬鬆的國家和
地區。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匈牙
利等深陷金融危機衝擊的歐洲國家，
都先後推出簡易的投資移民政策，吸
引海外投資人。投資的金額最低從25
萬歐元起，以購買國債或房產的方式
來獲得歐洲申根簽證。另外這些國家
的移民監也都非常的寬鬆，對于有意
向只是取得歐洲居留權的中國投資人
來說，方便子女教育和以後海外居住
退休，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獲得一個
申根國的居留權，相當于打開了歐洲
22個申根國的大門。自由享受歐洲大
陸的居留，生活，學習和工作的權利。

葡萄牙買房移民無疑是當下最熱
門的移民項目之
一，據調查顯示，
該項目已經吸收
了超過 4 億歐元
的資金，目前已
簽發1166個黃金
居留許可，其中
82%來自于中國
，市場投資潛力
仍然巨大。投資
人在該項目不但
可以快速獲得歐
洲申根國的身份
，還有機會獲得
可觀的投資收益
和回報，可謂是

真正的“一舉兩得”。在歐洲經濟整體
投資項目下降3%的大環境下，葡萄牙
卻受到了來自歐洲以及歐洲以外國家
投資者的青睞。已經在葡萄牙投資的
外國公司中，有95%的公司展現出對
于在未來十年間繼續投資的意向，這
個比例甚至要高于德國和法國。葡萄
牙良好的投資環境是適用于全球投資
人的，對于外國公司而言，在決定投資
時，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力不及人文資
本和貿易環境。事實上，勞動力的能力
和受教育水平，稅收負擔的減輕，對高
新科技產業的支持，都是能夠吸引大
量外國投資的必要條件。

對于眾多去葡萄牙買房移民投資
人，源盛國際的專業顧問提醒，現在葡
萄牙的房產市場比較混亂。中介機構
魚龍混雜。投資人最好首先定位自己
的需求是什麼，自住還是投資，還是兩
者兼有。考察前先和真正瞭解當地房
產情況的專業顧問瞭解清楚，才能找
到真正合適自己需要，性價比高的房
源。源盛國際在當地市場精選一些有
高升值潛力的樓盤，直接和開發商合
作。源盛國際的專業顧問對眾多房源
的情況都很清楚，可以根據您的需求，
為您選擇合適的房源。

由于眾多中國投資人的涌入，加
上葡萄牙市場體量比較小，去年以來，
裏斯本的房子已經在低位漲了20%或
者更多。作為同樣推出50萬歐元買房
移民的西班牙，無疑有更多的選擇！對
于剛剛走出經濟危機的西班牙，如今
的房價正處在“回暖”期；隨著索羅斯，
保爾森和黑石等國際投資大鱷正携帶
大規模資金爭相奔向西班牙房地產市
場；也使得西班牙的房產市場看起來
風光無限。但西班牙目前的投資移民
政策規定，投資人所取得的居留簽證
每兩年續期必須要求申請人繼續保持
50萬的投資，才能得以延續新的2年
居留證。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買房移民政策
雖然受到許多投資人追捧，但某些投
資人擔心這些是非英語國家。小孩無
法享受公立的英文教育。畢竟英語才
是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官方通用語言，
父母當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
英語教學，在純正的英語環境中成長。
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英國這
些主流英語國家都沒有買房移民這樣
的政策，申請人也需要滿足經商背景
和苛刻的資金來源審核來滿足這些國

家 移 民 政 策
的要求。那究
竟 有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可 以
完 美 地 解 決
以 上 這 些 顧
慮呢？答案當
然有：愛爾蘭
！

其 實 對
地 理 知 識 豐
富 的 國 人 來
說，對愛爾蘭
這 個 國 家 也
並不陌生。愛爾蘭：全稱愛爾蘭共和國
，西歐發達國家，西臨大西洋[0.00%資
金研報]東靠愛爾蘭海，與英國隔海相
望，也是北美通向歐洲的通道。俗稱

“翡翠島國”，攝人心魄的自然美
[3.70%]景，不失現代都市的熱鬧繁華，
歷經風雨的曲折歷史，從大河之舞到
激情的流行音樂，整個島嶼處處彌漫
著藝術氣息。愛爾蘭經濟在歐洲也名
列前茅，也是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
的國家之一，享有“歐洲小虎”的美譽。
愛爾蘭人屬於凱爾特人，是歐洲大陸
第一代居民的子嗣。自1922年擺脫英
國的殖民統治，並建立共和制的國家
體制，是個和平寧靜的國家。

針對愛爾蘭現行的投資移民政策
，源盛國際和當地知名企業合作，特別
推出愛爾蘭政府認可的公司債[0.00%]
券投資項目。投資者擁有200萬歐元
的合法財產，投資人只需投資50萬歐
元到政府指定的國家債券4年（為了
保證投資人的權益，除了公司擔保外，
接受投資的公司會為這些債券提供等
值的商業房產作為雙重擔保，並每年
有1%的收益）投資者僅需每年在愛爾
蘭住上一天時間即可滿足該計劃的要
求，投資人在5年後可以申請取得永
久居留權。

對于資金充足，又希望可以一步
到位，儘快拿到歐洲國家身份的投資
人來說，有沒有什麼項目能夠滿足到
他們的要求呢？答案也是有的！直接拿
歐盟護照的“塞浦路斯國民身份計劃”
。該項目的含金量非常高，並且對投資
人沒有移民監要求，塞浦路斯身為28
個歐盟成員國之一，擁有塞浦路斯的
護照不但在歐洲通行無阻，還可以享
受所有歐盟國家（包括英，德，法和瑞
士等）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社會福利

。同時塞浦路斯護照還可以免簽 166
個國家和地區。塞浦路斯國民身份計
劃類似于新西蘭投資I類或是澳洲188
重大投資者計劃。但是價格更加低廉，
而且是一步到位獲得護照，已有不少
投資人通過該計劃順利的拿到了塞浦
路斯的護照。

那有沒有更“價廉物美”的項目呢
？相信大家對匈牙利這個國家都不陌
生，作為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歐洲國家之一，在歷史上和古代中國
也有著一定的淵源的國家。只需購買
25萬歐元為期5年的匈牙利國家債券
，在獲得首次居留權後的6至12個月
內即可申請匈牙利永久居留簽證，投
資金額在5年後也將無息返還，匈牙
利國家債券移民計劃因其投資金額低
，風險小等諸多優勢，是歐盟申根國家
中可以最快獲得綠卡的國家，也是申
根國中唯一無需登陸，無移民監；投資
人一不需要買房，二不需要成立公司，
三是海外收入無需納稅，可以說是沒
有任何的附加條件；有了匈牙利綠卡，
即可去歐洲26個申根國家旅游，工作
和學習，也可在將來轉入其他國家創
業，創造了廣闊的發展前景，擁有如此
多“唯一”的項目，自然而然地成為了
眾多投資人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大部分中國投資人並不
想長期生活在國外，大都是為了子女
能有更好的成長和受教育環境，可以
自由進出的國際身份，以及年老時能
有另外一個可供選擇的安身之所。拋
開美，加等國不談，澳洲，新西蘭，歐洲
國家的高福利，以及通行世界的身份，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針對目前相對
寬鬆的政策的國家，有意向的投資人
還是要抓緊申請，儘早鎖定稀缺的移
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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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投資移民

當前，大家都美國房產稅已有所瞭解，知
道每年要為自己的美國房產付一筆房產稅。但
對于打算將房產出租獲利的投資者來說，還有
一個問題需要瞭解，那就是獲取的美國租金是
否該納稅，按照上面標準納稅？下面將就此問
題為大家詳細講解。

一、普通投資者的“身份”認定及對
應稅務體系

按照美國現行的稅務體系，未獲得美國
綠卡的中國人在稅務問題中的身份為“非居
民外籍人士”。非居民的應納稅收入一般分
為兩類：

1) 與美國貿易或業務無關的投資收益——通
常按30%的固定稅率或較低的稅收協定稅
率徵收預提所得稅

2) 與美國貿易或業務有關的收入，包括就業
收入——減去扣除額後，按照適用于美國
公民和居民的常規分級所得稅率徵稅。
因此，美國非居民納稅個人可以將房地產

出租淨收益(扣除出租房產的維護費用等)適用

于以上第二類——“與美國貿易或業務有關的
收入”。海外投資者的這部分美國租金收入，
可根據美國公民和居民的常規分級所得稅率納
稅，而非30%的固定稅率。

二、租金收入如何徵稅

美國租金收入稅率。現行的“美國公民和
居民的常規個稅稅率”，采用分級所得稅徵收
辦法，最低為10%，最高為39.6%。

如何徵收。可分兩步，計算繳稅數額，按
照個人所得分級稅率計算稅費，為便于大家理
解，現在以一套50萬美元房產為例，計算如何
納稅。

假設一棟價值50萬美金的房產，一年的租
金收入有3萬6千美金，扣除物業費，房地產
稅，基本維修，水電費，及折舊共2萬美金，
則此出租房產淨收入為1萬6千美金，符合10%
及15%兩段等級稅率，以2011年單身稅率需繳
納1975美元的聯邦個人所得稅。

三、美國租金納稅的兩大注意事項

每年申報，通常，非居
民外籍人士在美國擁有出租
房產收入的時候，每一年度
，需要申報兩份稅表，一份
給聯邦申報聯邦個人所得稅
，一份給房產所在州申報州
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
截止日為4月15日，申報上
一年度一月至十二月的個人
所得。

個人所得稅為零仍需申
報，當房產無法順利出租或
因其他原因而入不敷出時，
即使個人所得稅為零，仍然
需要申報。比如，大家一年
的美國租金收入為1.2萬美元，但物業費、房
產稅、維修費、水電費等支出共2萬美元，則
業主出租房產淨虧損8千美元。這時，業主千
萬不要以為出租房產處于虧損狀態無需繳納個
人所得稅就不需要申報。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因為如果你不做申報，美國國稅局會根據此

房產的租金收入1萬2千美金計算個人所得稅
。如及時申報，則可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總的來說，在美國投資房產出租、及轉售
說涉及到的稅務問題以及稅務的減免，退稅等
相當繁複，一般的投資者需要經過詳細的規劃
的計算，以達到最佳的投資結果。

海外投資者在美國的租金收入納稅問題詳解

風險需把控

近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
數據辦公室發布報道稱：2013年
，990553 人成為美國合法永久居
民，獲得綠卡。其中墨西哥人
135028，占13.6%，位居第一；中
國人 71798，占 7.2%，位居第二
。在移民總數中，美國親屬移民
類比例為65.6%，與歷年比例相近
，仍是美國移民總數的最大占比
部分；職業移民類人數為 161110
，較前兩年有較大的增長

就中國人移民美
國的情況來看，投資
移民據美國官方數字
顯示，2011年時，赴
美的中國投資移民數
還 不 到 2500； 但
2013年，這一數字已
經增長到了6895，占
據 EB-5 的 80% ；
2014年因加拿大“一
刀切”影響，申請該

類移民更現井噴之狀。
不過，相對其它的投資移民

國來看，美國投資移民由于存在
風險也頗令投資者頭疼。根據美
國移民法對 EB-5 的規定，該項
投資必須是風險投資，所以EB-5
本身就是存在風險的。這風險主
要集中在所投資的項目上。

專家稱，由于對美國市場不
熟悉，投資人一般喜歡投資于區
域中心。通常美國的區域中心公

司會以基金公司的形式進入中國
市場推廣，或者在美國國內尋找
擁有實力且活躍在移民市場的基
金公司合作，管理和控制 EB-5
資金，跟進投資人 EB-5 的具體
簽證申請，並最終獲得永久綠卡
。因此，對中國移民來說，選對
基金公司，是 EB-5 投資移民最
終成功的關鍵之一。

但是，隨著 EB-5 趨熱，美
國出現越來越多的 EB-5 基金公
司，良莠不齊。據悉，2008年美
國發生經濟危機前，美國移民局
大約有10多家區域中心，EB5基
金管理公司也就10來家。可是今
天美國移民局最新官方統計 EB5
區域中心、基金公司已達五六百
家，但成功開發 EB-5 項目讓投
資人既獲得 I-829 正式綠卡又獲
得資金返還的並不多。因此，投
資移民美國，投資者最好還要對
項目進行實地考察瞭解，涉及項
目審批文件、投資方式、周邊環
境和市場需求、開發商實力等，
並且最好選擇已經開工或者完工
的項目。

美國投資移民增長快

繼 此 前 美 國 公 民 及 移 民 服 務 局
（USCIS）批准了巴克萊體育館(即布魯
克林體育館及基建項目)EB-5 投資人的
I-829申請，日前，巴克萊體育館的姊妹
篇——紐約長島體育館重建項目在北京
召開推介會，截止目前項目認購率已達
到 30%，這意味著又有一批中國投資人
在獲得美國合法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巴克萊體育館自 2012 年 9 月開館營
業以來，舉辦包括 2013 NBA 選秀、
MTV音樂頒獎盛典、冰上迪斯尼等在內
的大型活動，票房收入居全美第一。去
年7月29日，美國移民局（USCIS）批准
了巴克萊體育館EB-5投資人的I-829申
請，這是EB-5史上迄今為止人數最多的
I-829單體獲批項目，投資人。

據悉，這一項目由美國
森林城市集團（Forest City）
和僑外集團聯合開發。森林
城市集團是紐交所上市的美
國本土房地產公司，總資產
達115億美金。

近些年，隨著美國簽證
門檻的降低和EB-5美國投資
移民項目獲批，越來越多的
人選擇加入到美國投資移民
大潮中，體育館項目受追捧
。繼巴克萊體育館之後，此

次森林城市集團與僑外集團推出紐約長
島體育館重建項目。

紐約長島體育館重建項目位于政府
用地，是紐約政府規劃類項目。在1972
年開館之初即承辦了中美恢復建交重要
活動--中國國家乒乓球隊回訪美國比賽
，成為中美人民友誼的歷史見證者。

據僑外移民相關負責人透露，紐約
長島體育館重建項目是美國投資移民現
存市場比較少見的的EB-5投資人處于第
一順位的項目，投資人擁有項目土地及
項目本身的第一順位租賃權，第一項目
管理權、經營權和收益權。據悉，截止
目前項目認購率已達到30%。

美國投資移民項目尋找中國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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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投資移民熱的 大理由

小編筆記：美國自推行EB-5投資移民法案以來，

投資移民熱潮此起彼伏。美國相對高質量的教育體系，

健全完善的福利政策以及多元化的居住環境等都是吸引

外來者的重要因素。但小編認為在文中提到的九大理由

以外，每個來到美國的華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特殊理由。
美國EB-5投資移民是指美國移民法中針對海外投

資移民申請人所設立的移民類別。此類別的投資門檻一

般為100萬美元，如果投資目標方案是位于符合國家統

計資料中的目標就業區（TEA），則此投資門檻可降為

50萬美元。外國移民申請人投資100萬或50萬美元于美

國境內的一個企業，並創造10個就業機會，即可取得

兩年期的有條件綠卡。兩年屆滿前90天，若該項投資

行為仍然存在，並且創造了10個全職就業機會，則投

資移民人可申請將條件解除。

美國EB-5投資移民的優勢在于對申請人無學歷、

語言、年齡及商業背景等要求，配偶及其21周歲以下

子女可同時獲得美國綠卡，是目前移民美國最簡單、快

捷的途徑，近年來成為最熱門的投資移民項目。

為何美國能夠有如此號召力，讓眾多精英和高淨資

產人士紛紛前往呢？

一、高質量、多樣化的教育體系

在美國，每個孩子都可以上大學，只要他想上。普

通大學的錄取標準非常低，簡直不可能把任何人拒之門

外，只有私立大學和外國學生的學費比較貴。如果讀州

立大學的話，每個人都可以讀得起，而且有各種名目的

學生貸款、經濟資助。

二、健全完善的社會福利

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相當完善，雖然不像歐洲某些

國家的全民福利，但對國民及移民方方面面的照顧已十

分周全，對于喪失工作能力

的人和窮人，也可以拿到政府

的救濟，基本生活有保障。

三、自由往來至少160個
國家免受簽證繁瑣之
苦

許多移居美國只為持有綠

卡、以便自由往返美中兩國的

大陸新移民，數年後，都十分

自然地希望申請加入美國國籍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

國護照享有的全球最高禮遇

——免簽證前往世界 160 多個

國家。

四、良好完備的保障體系

美國有良好的安全保障體系，每個人的安全、生命、財

產都有保障——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身保險、火災、水

災保險等，很多都是受益人必須投保的險種，這些可以避免

個人意外破產，也可保障意外中受害人的利益。

五、領先世界的知識管理

從最早期的科學管理，到今天的知識管理，美國成為世

界上管理觀念、管理知識、管理技術積累最多、應用範圍最

廣的國家。管理水平不僅是企業發展的基礎，而且是整個國

家的無形法寶。近年來，推動美國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大動力

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和運用。

六、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

美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化國家，而且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農業發達國家。美國的國家競爭力連續多年排在全球

第一的位置，在高度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和完善的國民經濟

宏觀調控體制下，其勞動生產率、國內生產總值和對外貿易

額均居世界首位。

七、理想優越的創業環境

創業是很多移民實現美國夢的渠道，而美國是各種商務

活動條件最完善的國家，是全球企業中心的所在地，也是快

速發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創業成長地之一。為提高全球競

爭能力，美國采取了諸多鼓勵投資政策，如提供長期低息或

無息貸款，提供勞務、投資和培訓服務等。

八、民主平等的自由世界

在美國，憲法確立了一個民主制度，憲法的修正

案前十條，通常被稱為權利法案，保證了美國每一個

“個人”最基本的權利不受侵犯。美國人認為，假如

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

而且，在這一切受到威脅的時候，可以請求法律的保

護。

九、和諧多元的種族融合

美國是世界上種族構成最多元的國家，移民人

數在 2010 年已經達到四千萬，比 2000 年增加了 28%

。近幾年，少數族裔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加州等

地出現了“少數族裔多數”的現象，全美100座最大

城市中已有一半的城市白人成為少數族裔，而且少

數族裔人口趨于年輕化。統計顯示，在家裏說外語

的人占了17.6%。

蓋勒普發布的最新關于美國移民的民調顯示，逾

7成美國民眾希望美國移民政策維持現狀或者應縮緊

，僅有22%的民眾認為支持放鬆移民政策。美國投資

移民每年有10000 個EB-5簽證名額，其中中國移民

者占其比例巨大。如果美國移民政策收緊和增加難度

，最受影響的就是廣大的中國投資者。這從一個側面

反映了近期美國投資移民政策收緊的信號，投資者須

趁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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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A7投資移民
星期一 2016年11月21日 Monday, November 2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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