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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70530_4分之1版簡

過去一年來，美國房屋出售的
數量一直在穩步下降，但由于春季
時需求升溫，情况明顯好轉。

房地產公司 Redfin 的執行長
Glenn Kelman 表示，庫存達到歷史
低點，與上個月相比，下滑速度前
所未見，令人失望，也影響了我們

的業務，削弱了我們的銷售。我們
雖在市場份額方面維持良好表現，
但這是整體房市首次感受到銷售
量受到庫存緊縮的壓力。

Kelman 指出，這是一個新的
地主國家，每個人都在出租他們的
地下室。當有人換屋時，他們不會

賣掉舊房子，他們將其出租給別人
，這是因為他們想要保留 30 年期
的抵押貸款，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 Airbnb 的客戶。

自 2010 年 Redfin 開始追蹤
市場以來，4 月份的房屋銷售最快。
僅在 40 天內，標準的住宅數量就
已經供應不足，比 2016 年 4 月快
了 10 天。因此，賣出的房屋中 4 家
之中就有 1 家的售價高于其定價。

Kelman 表示，房價持續上漲，
但是，這不是泡沫，越來越緊縮的
信貸，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根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
協會（National Associ-
ation of Realtors）
的統計，3 月份房市
的庫存量比一年前
下降了約 7％。像大
多數人一樣，Kel-

man 將這個問題歸咎于缺乏新的
建案。

起重機充滿了每個城鎮，但他
們正在興建辦公大樓，在就業上升
的同時，房屋數量並沒有相應的增
長，事實上他補充說，當人們建房
時，他們選擇建造公寓，因為緊縮
的信貸使許多潛在買家無法進場。
在租屋需求持續擴大的情况下，建
造 新 屋 是 沒
有意義的。
（據鉅亨網）

美國房市庫存量創新低低

美國房市于春季時需求升溫美國房市于春季時需求升溫，，銷售情况明顯好轉銷售情况明顯好轉

銷售價格創新高銷售價格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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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遠離城市去了郊區，
原因只是郊區的房租比城市便宜這一個簡
單的理由嗎？

美國公寓搜索網站RENTCafé最新的一
份報告顯示，2011年至2015年間，20個城市
中有19個郊區租房者比城市增長得更快。研
究稱，它們中18個郊區的租金比城市便宜。

有趣的是，聖路易斯、亞特蘭大、河市江

和波士頓等4個城市其郊區租房者的增長
人數是城市的3倍還多。

在亞特蘭大郊區，RENTCafé的報告稱，
平均租金為1,006元，而Zumper 4月
份公布的全國租金報告顯示，其市
區一間一臥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數為
1,330元。

Zumper還表示，美國一居室租

金最貴的城市是舊金山，其次是紐約、聖何
塞、波士頓和洛杉磯。

24/7 Wall Street 列出了 10個大都市5

年中郊區租房者的增長人數以及增長百分
比，一起隨僑報網看看它們是如何變化的。(
取材網路)

為什麽美國人 棄城市奔郊區數
據
說
話

數
據
說
話

亞特蘭大
增長人數：56,000
上漲：26％

鳳凰城
增長人數: 37,500
上漲：23％

河濱市
增長人數：60,500
上漲：23％

坦帕
增長人數：33,500
上漲：18％

達拉斯
增長人數：52,600
上漲：17％

明尼阿波利斯
增長人數：28,300
上漲：15％

底特律
增長人數：23,000
上漲：14％

邁阿密
增長人數：56,800

上漲：14％

丹佛
增長人數：16,700
上漲：14％

休斯敦
增長人數：19,600
上漲：13％

日經新聞報導，中國企業前僕後繼地砸下
巨資大買美國房地產，分析師認為，恐將重蹈
1980~1990年代日本企業大舉投資美國房地產
最後慘賠的覆轍。

中國海航集團3月下旬斥資22億美元，買
下曼哈頓公園大道245號的辦公大樓，創下紐

約辦公大樓新高價格。海航集團去年10月也斥
資65億美元，從黑石集團手中買下希爾頓酒店
集團25%股權。此外，海航集團還陸續在曼哈頓
中城買入辦公大樓。

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為首的中資集團，去
年10月斥資20億美元收購喜達屋酒店集團部

分股權，成為最大股東。
中國安邦保險集團 2015
年斥資20億美元，收購紐
約著名地標華爾道夫酒
店。

根據歐洲房地產投
資公司仲量聯行的調查，
去年中國企業投資海外
房地產的金額高達330億

美元，較2015年成長50%。
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房地產
的首選是美國，占134億美
元。仲量聯行表示，儘管中
國政府已強化防止資金外
流的法規，但中國企業對海
外酒店和辦公大樓的投資
仍維持高水準。

美國房地產業者表示，
1980~1990 年代中期，日本
企業對美國房地產的投資
金額高達780億美元，包括
三菱地所公司收購紐約洛
克菲勒中心，第一生命保險
公司買入花旗銀行中心等，

日本企業收購的
都是美國知名的
地標大厦，當時
引起美國民眾強
烈不滿。

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房地產投資
持續加溫，但目前尚未遭到過去日本
企業受到的種族歧視和民族主義情
緒。但外界擔憂，一旦美國房地產泡
沫破裂，中國企業這些高額投資將蒙

受巨大損失。
美國知名房地產投資大亨澤爾（Samuel

Zell）最近在紐約舉行的房地產從業人員大會上
，對中國企業的房地產投資過熱現象提出警告，
強調1980年代日本企業因草率的投資判斷而高
價買入美國房地產的情况，如今再次重演也不
足為奇。（據自由時報）

恐重演日慘賠窘境中資狂掃美國房產

中國安邦保險集團2015年斥資20億美元，收購紐約著名
地標華爾道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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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子為何炒不起來美國房子為何炒不起來

不少美國人買房投資做長線出租不少美國人買房投資做長線出租，，他們注重房子是否保值他們注重房子是否保值

民調結果顯示民調結果顯示，，美國無房者中美國無房者中4949％的人希望在％的人希望在55年內買房安家年內買房安家，，
另有另有2020％的人希望在未來％的人希望在未來1010年內買房年內買房

網上有不少來美國炒房大賺的帖子，相信
讓不少有錢人為之心動。而實地調研一下在紐
約買房養房賣房的種種稅費等成本，發現這種
吸睛的帖子如果不是有意誤導，提及的大多也
是難以複製的個案。美國房子之所以炒不起來
，是因為相關稅費在制度設計上，給一般投資
者的炒房衝動戴上了“軟抑制的腳鐐”。

紐約瑞禧地產創始人杰西•湯在接受新
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炒房這個概念在美國不
適用。美國房地產市場歷史悠久，法律齊全。次

貸危機過去10年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已基本回
歸理性，即便是在紐約這樣的繁華大都市，房
價每年的平均漲幅也是有限的。算算地產稅、
物業費、保險費、修繕維護費和資本所得稅等
成本，靠炒房子短期內賺大錢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

抑制炒房最直接的手段是資本所得稅。如
果在購房後一年以內賣掉，所得利潤需交短期
資本所得稅，這個稅率與賣房者個人所得稅率
相當，收入越高，稅率越高，短期資本所得稅也

越高。2017年稅率為10％到39.6％，共7個檔次
。如果在購房後一年以上兩年以內賣掉，所得
利潤則按長期資本所得稅繳納。這個稅率一般
是15％，高收入階層是20%，低收入階層則不
需要繳納此稅。若持有房屋兩年以上，且此房
是賣房者自住房，則有25萬美元（1美元約合
6.9元人民幣）的利潤免稅額，夫婦共同申報，免
稅額為50萬美元。而如果是二套、三套投資房，
則無此免稅額待遇。另外，對于外籍房產持有
人在售房時會有10%的預扣稅，可在當年報稅
季申報，多退少補。

同時，在美持有房產的成本也相當高昂。
首當其衝的是房地產稅。房地產稅率由當地政
府決定，各州有差異，同一州內不同郡市之間
也可能不同，具體計算起來比較複雜。在紐約，
除曼哈頓島之外，一般而言，房產密度較高或
者商業較發達的郡縣，房地產稅相對會低些。
比如長島，價值在200萬至300萬美元左右的
房產，房地產稅一年就可能要3萬至5萬美元。
另外，由于房地產稅中有一部分是教育費用，
好學校周邊的房子，房地產稅也會因此增加。

其次是物業費。公寓樓物業管理公司收費
不低。紐約皇后區森林小丘一套兩居室的使用
權公寓，一年物業費8000至1.4萬美元左右；如
果是產權公寓，一年房地產稅加物業費也會在
1萬美元左右。獨立房還要支付剪草坪、掃雪等
費用（如果自己不做的話），一個季節下來也需
要1000美元左右。如有不慎還會吃市政罰單，
比如丟垃圾不合規，罰款300美元等。

第三就是房屋保險。為防火災、颶風等天

災人禍，房子必須買保險。一般房險每
年在750至2000美元左右，如果出租房
裏有2至3家人住，保險也會增加。房屋
修繕和維護費也不低。房子裏的地毯、
地板、中央空調、冰箱、洗碗機、洗衣機、
乾衣機、灶台和微波爐等，出租了也需

房主維護修理，到使用壽命年限則需全部翻新
更換，水、氣、電、供暖和製冷系統更需維護，獨
立房還需維護或更換房頂、外墻、內墻，草坪需
要剪草，游泳池需要專業維護等等，而美國人
工相當昂貴，動輒幾百數千美元是常事。記者
的一位華人朋友在長島買了套6個臥室的豪宅
，住進去不久就發現光請人打掃衛生、維護泳
池就每月花費不菲，最後索性只住一個角落，
泳池也拿塑料布給蒙上了。

即便是出租，還有空置和租客賴租的風險
。租約一般一年一簽，到期租客不續簽，則需整
修清理，尋找新租客。要碰上賴租的，需要隔30
天書面催租一次，催租兩次後，才可提告，而法
庭排期則要在2至3個月以後，法官判其敗訴
後還要給他一個月搬家期限，如有孩子，這個
期限會更長，至少6個月的租金泡湯。且不說還
需要付每小時150至300美元的律師費。

此外，賣房時需交付房產中介佣金、轉讓
稅及其他手續費，加在一起約為房價的8%－
10%，而當初買房時還支付了房價4%左右的相
關手續費用。

顯然，在房價上漲幅度有限的情況下，減
去上述種種成本，在美國投資房產要在短期內
贏利幾乎是不可能的。紐約瑞禧地產創始人杰
西•湯說，也有不少美國人買房投資，但大多
做長線出租，他們首先關心的不是房價能漲多
少，而是房子是否保值，更注重房子的地理位
置和交通便利等便于出租的因素，“前提是，租
金至少足以支付月供、保險和物業費等”。(文章
來源：網絡)

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5月8日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
，美國無房者中49％的人希望在5年內買房安家，另有
20％的人希望在未來10年內買房。此外，約五分之一有
房者打算在未來5年內出售房屋。

根據民調結果，今後5年至10年內，美國購房大軍主
力以中青年為主。55歲及以上年齡的無房者中，大多數
沒有在未來幾年購置房產的計劃；但35歲至54歲人群
中，58％的人期望在未來5年內買房；18歲至34歲人群
裏，52％的人打算在5年內買房，另有31％的人打算在10
年裏買房。

在美國有房者中，64％的人表示不考慮在未來5年
至10年內出售房屋，考慮在未來511年內售房者占20％，
另有13％考慮在未來10年裏售房。這些數據與4年前的
蓋洛普民調結果相近。

美國人賣房原因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生活環境發
生重要變化，如找到新工作、生兒育女或子女成年後搬
出去自住。

比較特別的是，計劃在未來10年內賣房的美國人中
，期望換購空間更大或更昂貴住宅者僅占約三成，近一
半人打算換購面積較小或更便宜的住宅。還有13％的人
打算售房後租房居住，這些數據與4年前基本一致。

總體上，有售房意向的美國人中，年齡越大越趨向
于換購更小、更便宜的房屋。分析人士推測，這或許與美
國有房者須每年繳納房地產稅有關，有房者年齡越大，
越可能更多考慮節約支出和養老問題。

蓋洛普民調專家杰弗裏•瓊斯認為，與2008年金
融危機前相比，美國房地產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恢
復，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保持強勁勢頭，未來或出現供不
應求現象，某些地方房市還可能過熱。不過，如果房價
超過多數美國人可承受水平，許多人買房安家的計劃
將會落空。

這一調查結果是蓋洛普公司于今年3月9日至29日
在全美範圍內隨機抽樣電話調查得來的，針對不同問題
的抽樣調查數量各不相同。(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近半數無房者希望未來美國近半數無房者希望未來55年內買房年內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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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購房季來臨美國購房季來臨 房價租金齊上漲房價租金齊上漲

在經濟條件允許和大環境合適的前提下在經濟條件允許和大環境合適的前提下，，以房養老是增加投以房養老是增加投
資回報的好方法資回報的好方法

近年來，中國人的海外購房的意願一直是高歌猛進。在中國
投資者的海外房市版圖中，對美國地產投資增長最為迅速，致使
大量的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地產市場，也從一定程度上推高了
美國的房價。

而春末夏初往往是美國房地產市場比較活躍的一個時期，
很多美國民眾都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入市購房。

美房地產市場已成賣方市場
根據美國最大房地產數據平臺Zillow的二月房產報告顯示

，美國市場的房源量比去年減少了3%，而在房價飆升的許多地
區，房源短缺率高達兩位數。

不過，從房價上來看，美國房地產市場似乎擺脫了經濟危機
的影響。自去年二月起，美國房價上浮了7%，房源卻比去年減少
了 3%，再次形成賣方市場的局面。目前美國的平均房價為
195700美元，比去年上漲6.9%，達到2007年6月以來的最高點。

受到房源短缺影響的還有租房市場。自去年二月份以來，全
美的房屋平均租金上升了1.2%。

美國民眾：房價還將繼續上漲
在周一最新公布的一份民意調查中，61%的美國人預測美

國房價將在接下來的12個月上漲。2005年首次民調就顯示，
70%認為房價會漲，而最新的這次民調61%的看漲結果也僅次
于2005年，顯示了目前美國人對住房價格持樂觀態度，也較去
年高出6個百分點，美國已經從2007-2008年美國經濟和住房
市場的暴跌後恢復。

此外，不同地區的民眾對房價的預期也存在著差異，在西部
，74%的人預測房價會上漲，而南部為61%，東部為54%，中西部

為53%。此次民調也顯示，美國人對目前房產市場仍保持樂觀。
67%的受訪者認為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30%則意見相反。

Zillow 首席經濟學家Svenja Gudell博士認為：“目前為止，
驅動美國房產市場再創新高的幾大因素——購房者高漲的購買
需求和供不應求的房源——已根深蒂固，預計未來幾個月內，市
場仍將保持這一競爭激烈、瞬息萬變的局面。(文章來源：網絡)

“中國買家以20%的年增長率不斷強化自
身存在感，近五年裏僅在美國住宅地產上的累
積投資就達930億美元。”中國海外美國公司的
CEO李榮升在第七屆投資美國高峰論壇北京站
預測稱，未來五年中國將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
的領“投”者。

根據仲量聯行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第三
季度，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房地產跨
境投資者；前三個季度中國中國在全球商業房
地產市場的投資總額已接近180億美元，超過
2015年全年創記錄的歷史最高水平。其中，美
國成為中國投資者的主要投資目的地之一。

外聯出國北京公司總經理顧瑞珩先生表
示，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創下新高，達到了
460億美元，相比2015年度增長200%以上。對
美投資的主力軍中，除了昂首闊步“走出去”的
中國企業家，還有希望在美國拓展事業和生活
版圖的個人投資者。

在中國的投資家庭中，置業美國以房養學
的概念深入人心，逸鼎投資CEO傅浩強也是以
房養學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他透露，自己四年

前以12.8萬美金在休斯敦買的房子，現在已經
漲到18萬美金，每年還有15%左右的穩定租金
收入。差不多等孩子留學回來，再把房子賣了，
學費基本也就都回來了。但在傅浩強看來，正
確的以房養學之道，並非投資豪宅，而是平均
價位在35萬美金以內的高性價比房產。如果是
沖著房產獲利目的進行投資，建議選擇一線城
市擁有高品質物業的高價房產。

李榮升介紹，以房養學優勢很明顯，它與
良莠不齊的出租屋比，家長購置的房產往往給
孩子提供一個非常舒適的居住環境，不用跟租
介打交道，又省去了搬家的苦惱，孩子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需要解決住房問題，適當租出去可
以獲得穩定的收益，有些家長趁這個機會讓孩
子學習理財，美國房產適合長期投資，孩子在
外苦讀十年畢業學成回國，多數房子增長不少
，轉手出去還是出租都會讓你覺得這個投資是
值得的。

不過他也同時提醒廣大投資者，有很多細
節需要謹慎考慮的：

• 要做好充分的市場調查選擇好地段。

房子好壞直接決定
出租轉手的難以程
度，進而決定能否
保值或者增值；

• 匯率的波
動起伏不定，美元
來說近十年匯率一
漲一跌差異不小，
利用匯率的杠杆實
現利益最大化也是
非常重要的；

• 如果有出
租的打算，最好選
擇配套設施比較齊
全的公寓、物業，服
務比較到位的，方便日後把房子租出去；

• 提前瞭解稅費問題，買房可以獲得土
地所有權，卻忽略了房產稅，這是日後不小的
開支，這些投資之前要考慮清楚考慮周全；

• 投資者在既有信息支持下做決策要
非常謹慎，諮詢專業人士和機構建議，充分瞭

解所投資的市場，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他認為，在經濟條件允許和大環境合適的

前提下，以房養老是增加投資回報的好方法，
對于資金充裕的投資者來說，子女離開上學的
地方，也可以不著急轉手，繼續收取房租，作為
去美國度假的棲息之所。

(文章來源：網絡)

中國投資者看好美國房地產市場中國投資者看好美國房地產市場
““以房養學以房養學””成新趨勢成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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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舒適的生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兒。

據商業內幕報道，一對夫妻2014年在泰國、
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游歷了一年，又在新加
坡玩兒了4天，僅花費26,209元，平均每天約72

元，約合每人36元。
而另一對年薪50萬的夫妻卻

在紐約過得捉襟見肘，他們將每月
的賬單公布在了網上，目的是向大家證明再高
的薪水在紐約這樣的高成本城市生活也可以月

光。
美國人最佳生活應該遵循50-30-20原則，

也 就 是 說，收 入 的
50%用于生活必需品
（如住房、食物等），
30%用于隨意性消費
（如旅游、娛樂等），
20%存入銀行。

不過，不同城市
生活成本和收入差异
巨大，在許多城市，按

照 50-30-20 準則，收
入中位數很難滿足舒
適生活所需的花費。

GOBankingRates
依據房租、食物、交通
費用、公用事業以及醫保等5項消費指標，最新
公布了全美50個大城市舒適生活所需的收入。

依據這份報告，商業內幕列出了全美25個
最大城市舒適生活所需的收入，一起隨僑報網
看看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况。
(取材網路)

納什維爾（Nashville）
人口：644,014

所需收入：$70,150
收入中位數：$47,621

波士頓（Boston）
人口：655,884

所需收入：$79,277
收入中位數：$55,777

孟菲斯（Memphis）
人口：656,861

所需收入：$48,467
收入中位數：$36,445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人口：658,893
所需收入：$80,273

收入中位數：$70,848

丹佛（Denver）
人口：663,862

所需收入：$62,561
收入中位數：$53,637

西雅圖（Seattle）
人口：668,342

所需收入：$75,283
收入中位數：$70,594

埃爾帕索（El Paso）
人口：679,036

所需收入：$40,393
收入中位數：$42,772

底特律（Detroit）
人口：680,250

所需收入：$42,161
收入中位數：$25,764

沃思堡（Fort Worth）
人口：812,238

所需收入：$53,026
收入中位數：$53,214

夏洛特（Charlotte）
人口：809,958

所需收入：$64,009
收入中位數：$53,637

哥倫布（Columbus）
人口：835,957

所需收入：$44,852
收入中位數：$45,659

印第安納波利斯
（Indianapolis）

人口：848,788
所需收入：$47,127

收入中位數：$41,987

舊金山（San Francisco）
人口：852,469

所需收入：$110,357

收入中位數：$81,294

杰克遜維爾
（Jacksonville）

人口：853,382
所需收入：$51,938

收入中位數：$46,764

奧斯汀（Austin）
人口：912,791

所需收入：$54,631
收入中位數：$57,689

聖荷西（San Jose）
人口：1,015,785

所需收入：$87,153
收入中位數：$84,647

達拉斯（Dallas）
人口：1,281,047

所需收入：$57,984
收入中位數：$43,781

聖迪亞哥（San Diego）
人口：1,381,069

所需收入：$69,958
收入中位數：$66,116

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人口：1,436,697
所需收入：$46,154

收入中位數：$46,744

鳳凰城（Phoenix）
人口：1,537,058

所需收入：$53,212
收入中位數：$47,326

費城（Philadelphia）
人口：1,560,297

所需收入：$61,974
收入中位數：$38,253

休斯頓（Houston）
人口：2,239,558

所需收入：$56,223
收入中位數：$46,187

芝加哥（Chicago）
人口：2,722,389

所需收入：$66,162
收入中位數：$48,522

洛杉磯（Los Angeles）
人口：3,928,864

所需收入：$76,047
收入中位數：$50,205

紐約（New York）
人口：8,491,079

所需收入：$86,446
收入中位數：$53,373

在美國舒適生活收入得達到這個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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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朝九晚
五的工作並不是每個

人都能擁有，有些工作是需要用你的“腎
上腺素”來完成的。今天就讓小編來帶你
盤點一下世界上十大最危險的工作。
1. 鱷魚心理學家 鱷魚也是有自己的專屬
心理學家的。鱷魚心理學家的工作內容包
括把鱷魚弄上岸研究它們的行為，比如近
期他們就發現鱷魚實際上十分愛玩。然而
，某些品種的鱷魚 是十分危險的，平均每
年能殺死數百甚至上千人。那麼問題來了
，這份年薪6.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8萬
元）的工作真的值得讓人如此“賣命”麼？
2.暴風獵人 恐怕絕大多數人遇到暴風的
時候都會選擇掉頭就跑，然而一些科學家
、氣象學家和新聞記者等卻要在面對極度

惡劣的天氣時“迎頭直上”，他們的年薪約
為6.1萬美元（合人民幣37.9萬元）。
3.毒蛇取毒師 毒蛇的毒液能夠被製成血
清為相關臨床治療所廣泛利用，這就需要
取毒師冒著生命危險，手持蛇頭，將蛇牙
刺進附在試管口的塑料片，以此來刺激毒
蛇分泌毒液並收集。然而取毒師的年薪僅
為3萬美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8萬元）。
4.跳傘教練 年薪約2.4萬美元（約合人民
幣15萬元）。
5.洞穴潛水員 由于水壓不穩定、空間及
水域表面限制，洞穴潛水比深海潛水更危
險，洞穴潛水員年薪為5.86萬美元（約合
人民幣36.4萬元）。
6.火災跳傘搶險員 年薪為3.3萬美元（約
合人民幣20萬元），負責乘跳傘降落到沙

漠和森林中撲火。
7.旅行嚮導 年薪能超過7萬美元（約合人
民幣43萬元），然而需要去各種偏遠地區
，面臨著野生動物襲擊等危險。
8.特技演員 年薪約為7萬美元（約合人民
幣43萬元）的專業特技替身演員需要替
大牌明星完成各類危險拍攝。
9.珠峰嚮導 年薪僅為5000美元（約合人
民幣3萬元）。每年有超過4000人試圖登
上珠峰，然而只有一半的人能成功登頂，
他們的成功則離不開珠峰嚮導的幫助。
10.漂流筏船夫 每個雨季能掙到6000多
美元（約合人民幣4萬元）。

鰐魚心理學家年薪鰐魚心理學家年薪66萬萬
世界最危險十大工作世界最危險十大工作世界最危險十大工作

鱷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鱷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

暴風獵人第二暴風獵人第二

毒蛇取毒師第三毒蛇取毒師第三

跳傘教練第四跳傘教練第四

洞穴潛水員第五洞穴潛水員第五

火災跳傘搶險員第六火災跳傘搶險員第六

旅行嚮導第七旅行嚮導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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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學歷=底薪？你錯了！生活在美
國，很多技能強者工資可是很高的哦！
在美國即使你沒有高學歷也沒關係，
很多技術導向性職位對本科學歷都沒
有要求，你依然可以覓得一份工資收
入很不錯的工作。根據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以下這些職業
都是平均薪水在$60,000以上，卻對學
歷要求很低的。在一味追求高學歷的
大趨勢下，也許下面這些職位和工資
會對你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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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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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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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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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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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經理
賭場遊戲策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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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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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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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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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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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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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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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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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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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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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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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取勝！
盤點美國盤點美國1515個高薪低學歷職位個高薪低學歷職位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電力安裝維修員電力安裝維修員 賭場經理賭場經理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網絡開發網絡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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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
至少使用350種不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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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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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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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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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重點突出美國語言多樣性
最顯著的15大都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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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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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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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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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用妳的意見賺錢
參與在線調查是一個相對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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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評估網站
第二個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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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擔任在線陪審員
一些律師在庭審之前會聽取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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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擔任虛擬私人助理
如果妳的電腦可以上網，而且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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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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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輔導學生
如果妳有學術專長，又能在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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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成為一個媽媽/爸爸博客
如果妳不知道怎麼打發帶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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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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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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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擔任自由撰稿人
或許妳不想成為一個博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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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支付報酬。
例如，如果妳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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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用照片賺錢
如果妳懂得攝影技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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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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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賣焙烤食物
上班族父母估計沒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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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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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帶自己孩子的同時幫
別人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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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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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保姆通常可以賺得 10 美元或更多
的時薪，在大城市報酬可能會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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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人如何續寫移民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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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雜版/投資移民/170522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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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永居與入籍，這些名詞你真的
搞清楚了嗎？

下面就簽證、永居、入籍的區別，為大家介
紹移民過程中都有哪些身份。

簽證：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國家給你的
比如旅游，探親、學習等一系列的入境
許可的統稱。

一般我們粗略的分為兩種，短期簽證和長
期簽證。

短期簽證，比如為期 30 的天，入境可呆 15
天的旅游簽就屬此類，比如為期六個月的可入
境呆30天，各個國家給的都會隨著不通過申請
人的不同入境目的給不一樣的期限；

長期簽證，就是一次性給一個很長期限的，
比如最近的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一次性給
你十年的，每次可以最長逗留6個月，即使護照
到期了，這個簽證還是有效的，新護照和舊護照
一起搭配還可以繼續使用。

另一類有代表性的，比如加拿大的十年多
次往返，只給到你護照的有效期，護照過期了簽
證就作廢了，到時候就需要重新申請，最長逗留
期限同樣是6個月，到期就需要出境至少24小
時，再入境。一般來說，十年多次往返簽證是一
個國家能給到申請人最長期的簽證了。

現在因為08年金融危機催生的歐洲買房移
民項目，比如希臘的25萬歐元買房移民，給的簽
證先是5年期的，可以多次入境，但是逗留時間
卻沒有限制，這種簽證表面上叫簽證，實際上可
以說就是永居了，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因為政策放開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比以前好申請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嘗試下，基

本上你拿到美國十年的，其他國家的簽證都會
好申請很多；加拿大因為聯邦投資移民一刀切，
為了緩解民怨吧，基本上條件不是太差的，基本
上申請加拿大的簽證都是直接給到護照的有效
期。

至于上面說的比如希臘的這種長期簽證，
一方面對于歐洲有生意的客戶來說，是非常方
便的，相當于把國內的一套房子搬到希臘，順便
拿一個通行歐洲26國的自 由簽，順便享受他的
投資收益，畢竟歐洲的房價自08年之後有了很
大的降幅，永久產權傳給子女也是不錯的，什麼
時候覺得賺夠了，賣了就是，簽證也就隨機取
消 了。

永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綠卡。
綠卡是因為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是綠色的，

所以大家習慣叫綠卡，加拿大的永居大家習慣
叫楓葉卡，因為上面有楓葉的圖案。

永居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許可，跟本國公
民只有兩個區別，一個是沒有政治權利，也就是
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國情的關係，我們
大家對這個並不是很在 乎；另外一個區別就是
人家公民可以拿著他們國家的護照，享受全球
100幾十個國家的免簽待遇，可以做我們羡慕的
想走就走的旅行。

永居和公民基本上的區別就是這兩條，當
然其他的有些國家可能會有細微的區別。永居
可以這樣理解，你可以無限制的進出這個國家，
並且可以無期限的居住逗 留，基本上當地人可
以幹的事情，除了上面兩樣，你都可以幹，一般

也不會被取
消，除非你犯
了罪，比如有
的國家規定，
被處于三個
月以上刑期
的，可以被取
消，其 他 的
基本上都不
會被取消身
份。拿到這個
身份的國人，
我們一般稱
之為華僑，雖
然嚴格意義
上來說這個
不準確。

像美國加
拿大的永居

都有一定的居住限制，俗稱移民監，比如加拿大
要求，每五年都要居住滿兩年才能更換楓葉卡；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特別例外的，新西蘭的永 居，
只要取得了，沒有任何居住時間的限制，想什麼
時候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業內稱之為

“永久回頭簽”，新西蘭是不錯的，政治
清明，官員廉潔，連永居條件都 這麼好。
永居的下一步就是入籍了，很多國家規
定永居是入籍的必要條件。

入籍：也就是本質上已經不能叫
中國人了，對應永居的華僑的叫
法，叫華人了，比如美籍華人。

雖然一切看起來都是中國人，比如
他其實是美國人。按照中國的法律，加
入外國國籍的，視同于自動放弃中國國
籍，雖然傳言將來會有鬆動，承認雙重
國籍，但是 目前看來還沒有這樣的徵兆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如果你加入
的國家承認雙重國籍，那麼你入境的時
候如果不適用外國的護照，國內海關是
不知道你有外國身份 的，當然這裏面有
些技術上的操作，就不深談了。

國內最近查裸官，是個好舉措，不
要不查全是人民好公僕，一查全是某籍
華人之類的。入籍了拿的就是外國護照
了，所以也就享受上面所說的，政治權
利和免簽待遇。加拿大的華人日漸增多
，手中握有選票的人日益增多，政黨就
要來討好選民，有選票的才是大爺。

不論是移民身份還是簽證申請都

比以前是大大的好辦了，但是國人長期被壓抑
的需求旺盛，也有投資門檻越來越高的趨勢，移
民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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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恋期时，两人在多巴胺的影响

下容易被爱冲昏头脑，看不清事实真

相。又或许你明明知道你身边的这个

ta 并不适合走到最后，但你却碍于各

种感情约束而一直为这段感情强加能

够持续下去的借口。或者，其实你们

两人之间早就已经出现问题，你却没

有头绪要从哪里开始改善。当你的感

情中出现下列这六个状况时，你需要

重新审视两人的关系。

1.你的家人及朋友不喜欢你的另一半

在让自己的另一半见到家人之前，

想必你会让他认识你的朋友们。虽然说

你的朋友或家人不一定会对他有同样的

看法，但至少这些人都是了解你的人。

如果你的另一半总是和家人、朋友处不

好，或是他们觉得你不适合与这个人交

往，也许你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以旁观

者的角度来看一段感情总是比较清楚，

更何况他们不会希望你过得不好。

2.你们多半用性来解决吵架的问题

情侣之间偶尔的小吵架，也许是无

关紧要的问题，透过两人的亲密行为来

作关系的修复手段是可以被采纳的。如

果是牵涉到两人的价值观、对於未来的

规划等比较严肃的话题引发的争吵，也

还是想要透过这种不沟通的方式解决的

话，你必须要好好思考。交往的时候不

进行沟通时常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不

能因为一时的情绪退散而选择忽略真正

重要的事情。

3.你们没有共同的兴趣

在热恋期当中许多情侣当然都不介

意地点，只想和对方一直黏再一起，但

当热恋期退散，两人开始以正常的步调

重新回归生活并且开始适应彼此在对方

的生活中加入时，你们两个人是否能有

共同的兴趣是一段关系能否维持的关键

因素。没有共同兴趣的两人少了共同话

题或是可以一起做的事情，长时间下来

容易造成双方的倦怠或是无聊。

4.你一直受到另一半的批评

抱怨和批评的差别在於，抱怨也许

只是口头上发泄情绪上的问题，可以在

抱怨之後想办法解决问题让彼此关系变

得更好。但是批评却是一种强烈的否定

及情绪宣泄，如果你的另一半一直批评

你的不是却没有想要和你讨论如何改善

现况，那麽你其实也没有必要一直为了

爱情而忍气吞声。

5.你们时常因为吃醋的问题吵架

情侣之间互相吃醋偶尔能够带给彼

此一些生活乐趣，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

要知道互相尊重。在与异性互动时都要

记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责任，如果你现在

和另一半吵架的因素多半是因为觉得对

方和异性的互动太过於亲密等等，那麽

你是否也要思考他在这段关系中到底有

没有给予你尊重的感觉。

6.这段关系带给你的压力多过於快乐

爱一个人要爱他的缺点与优点，才

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当你在一段关系中

感受到的不快乐及压力多於快乐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关系是

否能继续。不管再怎麽爱对方，除非对

方和你现在经历的不顺遂在以後都会解

决，或是在这段关系中带给你巨大的成

长，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人去

牺牲自己快乐的权利。

熱戀期時，妳可能忽略了這六種感情危機

婚前同居，指婚前男女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

活的特殊关系，类似于现代人口中的“试婚”。

大多数选择婚前同居的男女是以结婚为目标的，

因此除了男女生理结构不同，付出的成本有区别

，并不存在谁吃亏占便宜的问题。

一，婚前试婚，目标明确。

婚前试婚，有效避免婚后后悔。婚前同居是

相爱男女正式步入婚姻前的实验性生活，这种准

夫妻关系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着本质区别，不存

在利益交换问题。婚前同居的基本目的是试婚，

通过观察生活、生理、心理等各个方面能否彼此

协调，然后再决定履行法律手续。认为女性吃亏

的主要是依据建立在世俗观念上，觉得同居过的

女性名声不好，对寻找新感情容易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种不利影响对男女双方都有，相比婚后不

幸福再离婚造成的不利影响，同居期间发现对方

不适合及时分手影响要小得多。

二、两情相悦，各取所需。

性是男女爱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虽然世俗观念尚不认同婚前性行为，但传统道德

观念的约束力已经减弱，没有婚前同居不等于就

没有越轨行为。近日，西安某高校要求女生填写

承诺卡，宣誓拒绝婚前性行为，保证婚后不出轨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还是遭炮轰就很说明问

题。既然男女恋爱到了一定程度，两情相悦滚床

单无法避免，婚前同居不同居也就成了个时间和

形式问题，偷偷摸摸发生肉体关系，反倒不如稳

定同居更安全，算计谁占便宜谁吃亏岂不滑稽？

三、成年行为，自有考量。

婚前同居并非小孩子玩过家家，同居双方

都是即将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已经具备完全的

行为责任能力。男女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前后

眼，谁也无法准确判断现在爱的人就适合做自

己的终身伴侣，选择婚前同居就是想加深彼此

了解，总比先结婚后离婚，把婚姻做成了夹生

饭要稳妥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青年男女

婚前同居并非草率行为，双方自然都有考量，

也能够把握好分寸。如果同居双方都去算计谁

吃亏占便宜的问题，相信婚前同居现象也就没

有市场了。

婚前同居，究竟是誰吃虧？

近日，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

的保镖崔英载因帅气外表迅速成

为“网红”，他本人对于人气爆

棚感到不解。

崔英载在接受《韩国时报》

(The Korea Times)专访时表示“这

一切太不真实”，他也谦虚地表

示，希望外界将关注眼光放在总

统身上，而在卸下总统保镖任务

返回工作岗位前，他也会趁休假

期间在家陪伴自己的女儿。

崔英载表示：“我觉得这一切

很不真实，我认为人们是因为关注

总统的动向才会注意到我，因此我

感觉很好。”但他也称：“希望外

界将焦点放在总统身上，而不是我

，我不想抢走总统的风头，也不希

望对他造成困扰。”

崔英载现年36岁，本身并非

专业保镖出生，大学时攻读安保

服务，后在韩国特战队服务十年

，期间他曾代表联合国和平部队

前往黎巴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担任讲师教导反恐作战，同时他

也在当地执行VIP保护及其他秘密

任务。

今年韩国总统大选，崔英载

自愿担任文在寅的保镖，并组织

一支全由特战队出身的十人保镖

团。这支团队在选举期间负责保

卫文在寅人身安全且不收分毫，

崔英载直到上周才卸下任务。

崔英载表示他希望扮演好文

在寅身边的一个小角色，让文在

寅能够达成重建韩国的目标。

目前崔英载已经卸下担任文

在寅的保镖职务， 他表示在重返

工作岗位前，尽量抽时间多陪伴

家人。

采访结束时，崔英载不忘寄

语新总统文在寅，他说：“请你

一定要保重身体，因为只有你身

体健康时，这个国家才值得骄傲

，百姓才能被最大限度的照顾，

一定要保重身体。”

不想搶總統風頭 文在寅“高顏值”保鏢辭職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一名三次击退癌症的

女子，借助一颗冷冻长达14年之久的卵子

怀孕并成功诞下宝宝。

报道称，30岁的阿兰娜(Proud Alannah)

在15岁时被确诊患淋巴癌。经过化疗，她

在半年后康复，不过在17岁再次复发。在

开始新一轮化疗前，医生为她冷冻保存了7

颗卵子，以免她受治疗影响将来无法怀孕。

阿兰娜之后再次击退病魔，岂料5年后

癌症再次缠上了她，这次她更是要接受全身

放射治疗，而这意味着她很难再自然怀孕。

“我想当妈妈的希望，完全放在那冷冻保存

的7颗卵子上。”阿兰娜说。

2011年，阿兰娜再次抗癌成功。去年，

身为人妻萌生当母亲的想法，于是将此前冷

冻保存的7颗卵子解冻并进行人工受孕，其

中2个胚胎情况良好可植回体内。阿兰娜称

其中一个胚胎后来流产，另一个孕育成功，

成为去年10月出生的爱女费思(Faith)。

阿兰娜说：“女儿虽然待在冰箱14年，

但成功排除万难与我们在一起。”为她的卵子

进行人工受孕的医疗机构也表示，阿兰娜的案

例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从未见过卵子

被冻结那么长时间后，仍能孕育出宝宝。”

三次擊退癌癥 英國女子
用冷凍14年卵子懷孕產女

近日有科学家指出，泰坦尼克号或将在

2030年彻底消失在海底——它的船体残骸正

在被微生物蚕食。

1912年4月15日，号称“世界工业史上

的奇迹”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与冰山

相撞沉没，1500多人葬身海底，直到1985

年它被人在大西洋海底发现，这艘巨轮才再

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如今科学家表示，细菌正在蚕食沉船残

骸。据最近的估计，到2030年，这艘船可

能会迎来它的末日，彻底消失。

此前就有消息指出，泰坦尼克”号正在慢

慢分解。探索家们已记录了坍塌的屋顶、摇摇

欲坠的甲板和泰坦尼克号桅杆瞭望台的消失。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专家比尔-朗

格曾说：“在"泰坦尼克"号的现状还能维持

多长时间上，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

有人认为船首会在一两年内坍塌，也有人说

还能坚持几百年时间。”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泰坦尼克”

号探险任务领队纳格奥莱特先后30多次下

潜至“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见证了它的

腐蚀过程。

1987 年至 1993 年，纳格奥莱特发现

“泰坦尼克”号休闲馆屋顶遭侵蚀坍塌，上

层散步甲板腐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

潜水作业中，他又发现之前与前桅杆相连的

瞭望台完全消失了。

泰坦尼克號將迎末日？或徹底消失

苏富比拍卖行计划今年7月

在伦敦拍卖一批珠宝，其中一枚

钻戒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是30

多年前被当作“假珠宝”在旧货

摊上买的，当时买主只花了10英

镑。

据报道，苏富比珠宝拍卖负

责人杰西卡•温德姆称，这枚钻

戒上的钻石是一垫形白钻枚，重

26.27克拉。

温德姆说，上世纪80年代，

钻戒的主人在伦敦西部的一个旧

货摊上花10英镑把它买回家，一

直以为它是“仿钻”，所以无论

是出门逛街还是做家务都会戴着

。

最近，有珠宝商告诉钻戒的

主人，她的这枚“假钻石”可能

是真钻，于是主人就把它带到拍

卖行鉴定，结果出人意料——预

计钻戒可以拍出35万英镑。

10英鎊地攤買仿鉆
豈料竟是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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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焦点
瞬间

在 北 京
国 贸 这 样 的
热 点 区 域 ，
早 高 峰 时 平
均每 10 秒钟
就 有 一 辆 共
享 单 车 被 骑

走。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
再到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
共享篮球、共享停车位，这串

“共享+”的名单还在不断延
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共
享”以极高的热度融进中国社
会，既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也催生着新的商业模式，
更新着社会治理的思路与方法。

便利了民众生活

假设您生活在中国北上广一线城市，并拥
有一部智能手机，那么您能享受的共享生活是
这样的：上下班骑共享单车到达地铁站，偶遇
下雨天借用共享雨伞，周末逛街手机没电用共
享充电宝，假期租共享汽车出行，过夜享受共
享住宿。

以共享单车的火爆为始，共享产品以空前
高速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以为这是专
属年轻人的潮流。在北京的街头，共享单车的
使用者覆盖老中青三代，横跨白领高管、建筑
工人等各类人群。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运营企业 30 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
1000 万辆，注册用户超 1 亿人次，累计服务超
过10亿人次。

风靡背后，是“共享+”带来的实在便利。
闲置资源便利共享。广州的共享雨伞用

户张可说，“我们公司每年都有雨伞购置预算，
但是大多数伞拿回去就‘躺’在家里了，共享雨
伞让伞的使用流动起来，方便更多人生活。”

服务倾向私人化。北京的王璐是民宿短
租的忠实粉丝，她说，“短租的房子一般都能洗
衣、做饭，有客厅等公共活动空间，还能挑选自
己喜欢的装修风格，享受当地人的生活乐趣与
定制服务。”在她看来，共享堪称一项伟大发
明，极大地丰富着当下的生活方式。

带火了市场经济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网络金融的
发展，拉动着共享市场的快速增长。而这种
新兴经济模式，也频频受到资本青睐。

资本新宠共享充电宝在短短 40 天时间
内获得 11 笔融资，融资金额约 12 亿元人民
币，介入机构近 35 家。有的共享项目则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前共享雨伞项目
“春笋”宣布获得 500 万元天使轮融资，预计
将于 6月份在北京和上海铺设首批 10万件产
品。

多位投资人表示，许多细分领域仍有未被
发掘的闲置资源，如果这些项目具有高频次、
需求普遍的特点，就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

“共享”背后的经济效益亦十分可观。
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2016

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
超过6亿人；分享经济的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6000 万人。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
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
享经济交易规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0%以
上。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共享经济不仅是在做
加法，更是在做乘法。“它有效降低了创业创新
的门槛，实现了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形成了
新的增长点，为经济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考验着社会治理

但共享行业如何规范？创新与风险如何
平衡？这些疑问考验着各方智慧。

共享充电宝引发对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
短租平台出现的毁房事件带来信任问题；共享
单车的无序停放、骑行安全、单车损坏等也让
企业和用户头疼。

以共享单车面临的难题为例，上海同济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认为，“无论宏观
层面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层面的道路设计、停
车摆放，都没有为大量公共自行车的到来做好
准备，政府提供的公共空间资源仍然不足。”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曾表示：“解决好共
享单车发展当中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
力。首先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超前谋划、创造
条件、加强监管，推动新的事物能够更好地发
展；二是运营企业要遵守城市的有关规定，遵循
市场规则，承担管理责任，特别是做好线下服
务，守诚信，提升服务水平；三是使用者也要增
强文明意识、遵守交通法规、遵守社会公德，维
护共享单车的运行秩序。”

政府、企业与用户共同发力，这一思路也
适用于更多共享产品，共享经济呼吁着社会治
理的新思路。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张新红指出，新兴业态变化快，靠审批解决
新问题肯定不行。如今供给方和平台方掌握更
多基础信息，要从政府监管走向协同监管。

“共享+”嵌入中式生活
本报记者 李 婕

题图为新一批 2000辆共享单车正式在重庆大学城投入使用。为提升城市活
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下一步，重庆市还将在大学城打造自行车慢行系统，并
计划在上半年完成3万辆共享单车的投放。 何 超摄 （人民视觉）

时事点评

近日，一篇百雀羚长图广告在朋友
圈引起“现象级”关注。

从古至今，林林总总的中国“老字
号”相伴中华民族崛起，历经了烟雨红
尘中每一个渐变的颜色。“老字号”或许
是国人舌尖上的美味，如北京烤鸭、六
必居酱菜、天津狗不理包子、长沙火宫
殿的臭豆腐、仁怀的茅台酒；或许是日
用百货中之一种，如瑞蚨祥布料、盛锡
福帽子、张小泉剪刀……穿越岁月沧桑
的洗礼，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七彩光
谱。品之咂之、穿之戴之，口味纯正、质
量过硬，无不让人交口称赞、口碑相传。

人有老面孔，物有“老字号”。五千
年阳光雨露滋润，文明花开，“老字号”在
历史的河岸上丰姿摇曳。仁中取利真君
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其实，五行八作的

“老字号”祖辈们，或许当时只是想通过
精工细作，混口饭吃。南船北马，东贾西
市，开餐馆，口味比老板重要；卖药材，口
碑比金杯值钱。不曾想，信得过、靠得
住，这饭碗管了一代又一代。到后来，

“老字号”管了自家人饭碗也管了别人的
饭碗。迁延时久，“老字号”便成了城市
的名片、都市的符号，家乡的骄傲。

新华网有这样一组数据或能说明问
题：201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的平均年
龄达 93.71 岁。其中 100 岁以上的“老字
号”有206个。最古老的品牌是中国的茅
台，迄今已有 417年历史。或云，数据是

“冰冷”的，但潜藏其间的“热能”是巨大
的。“以德为本，万利恒昌”。无一例外，这
些“老字号”的创始人及其后代恪守着经
商的诚信准则和道义，他们是家族之幸、
国家之荣、人类文明之幸，也是我们人类
共同的无可替代的财富霓虹和商业标杆。

人生最硬的关系是人品，商贾最铁
的品牌是诚信。品质改变世界。在时间的沧桑之中，在世
事变革之内，必须看到，“老字号”是塑造中国品牌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年来，我们许多“老
字号”是被他人假冒伪劣挤垮的、是被自家坑蒙拐骗败坏
的，是被市场冲击、人为因素盘熄火的。客观看待“老字号”
的现状，因店施策制订出拯救方案，显然有大量事情可做。

应该说，我们的国情、我们的体制，可以聚众人之力，
兴一家之事。关爱“老字号”，我们有责任、有底气；扶持

“老字号”，我们有理由、有信心。神州大地上，只要让品牌
店多一处安放，杂乱的山寨版、所谓的假李逵就会少一席
之地；传承中多一份创新，不断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老
字号”的生命与活力便可春意永续。

“一带一路”铺开美丽的风景，也铺开波澜壮阔的蓝海
竞技场。与世界品牌竞市场，与国际品牌扳手腕，需要更
多民族品牌的崛起。卓然屹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来
往商贾如过江之鲫，唯有与时俱进，方能推陈出新，实现青
出于蓝。因此，擦亮“老字号”不仅仅限于呼吁层面，而应在
政策上、在资金上、在保护“老字号”打假上，给予更多更充
分的关注与助力，而不是任由“老字号”苟延残喘自生自灭。

唱响“老字号”，需谱新华章。中国的“老字号”，雄起的
“老字号”，只有挺直了腰
板，“老字号”的“老”字才
能延展更长久。

（据湖北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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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科技创新进展
喜人。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
第一架商用大飞机首飞成功、
首次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可燃冰）成功……5月18日，
可燃冰试采成功后，科研人员
自豪地说：“这次我们敢拍着

胸脯说创造了世界第一！”
近年来，中国各领域创新进入爆发期，以创

新领导者的姿态令全球瞩目。到2016年，中国
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全球 38%，居世界
第一，是美国的 1.9倍；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数占
全球比重为21%，居世界第一；中国研发投入占
全球比重达到17.6%，已经接近美国。

创新发展的新态势，正在引领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土地成本上

升，人口红利下降，大规模的投资驱动难以为继，
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

“日新之谓盛德”。创新发展是五大发展理
念之首，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能否占据全
球创新的制高点，决定着中国产业未来的竞争
力、定价权和新经济的主导权，决定着中国能否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成本瓶颈与需求瓶颈。

创新本身就会创造需求，既是新供给，也是新
消费。一个新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消费热点，
而一项颠覆性发明的出现，不但会带来生产革命，同
样会带来生活方式革命、消费革命。互联网经济、智
能制造、健康产品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力点。

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中国已经从全球的“流
汗工厂”逐步转型为全球的“创新工场”。中国
经济的转型升级、动能转换在加速，2012—2016

年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8%。消费
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服务业成为
第一大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到51.6%，高技术
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

中国创新体系是有优势的，这已经被证明，
并将继续被证明。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
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

首先，中国具有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
引进吸收再创新，缩小与创新前沿的差距。

其次，中国具有跨越优势。能够利用其跨
越优势，直接跨越代际的技术升级，直接采取最
新的计算，后发而先至。移动支付就是一个例
子，中国跨越了信用卡支付，直接从现金支付时
代进入移动支付时代。

第三，中国具有引领优势。通过推进原始
创新、自主创新，中国引领型创新优势正逐步形

成。近年来，中国已经在多个重要领域和方向
上跻身世界前列，在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
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
都取得突破性成果，处于领跑位置。

第四，中国具有集成创新优势。中国完备的工
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使其能够扮演创新集成
者的角色，这种体系性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最后，中国具有协同优势。利用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集聚创新资源，协
同攻关，重点突破，推动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
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创新引领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 鄢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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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長周末出遊人數暴增長周末出遊人數暴增，，行車需注意安全行車需注意安全。。 ((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國殤長周末出遊3930萬人創新高
注意行車安全避車潮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經濟復甦，油價持平狀態
，國殤日長假期，提高民眾規畫出遊或探訪親友意願。美國汽車
協會(AAA)預估，今年國殤日假期將有更多美國人出遊，人數將
創11年新高，全美長假期將有高達3930萬人次出遊，比去年多
出超過130萬人次出遊，德州也有230萬人次駕車外出，比去年
增加2.6%，是自2005年以來最高旅客人數的國殤日周末。想趁
假期出外走動的民眾，可千萬留意路上交通狀況，才能玩得開心

安全不掃興。
報告中指出，超過一半以上的民眾選擇駕車旅遊，部分採用

搭乘飛機、火車或遊輪等交通工具。也因為大多數人開車，車流
輛增加，相對導致意外發生率也大為提高。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The National Safety Council)就預估，這車潮暴增的長周末，逾
計恐會造成439人死於車禍。休士頓市政府與警察局共同呼籲，
除了旅遊要提前規劃外，行車更應作好詳細規劃，注意交通安全
，才能每一位市民都能確保行車平安，不讓意外減少遊興。

針對長周末駕車出遊，休士頓警方表示，包括酒後駕駛、未
繫安全帶；違規超速或搶道、分心駕駛都是造成車禍意外的主要
原因，其它，因使用手機或傳簡訊發生意外比例也年年增高。他
提醒廣大市民，在行車期間，禁止使用手機發短信、打電話，繫
好安全帶是保證交通安全的要點，不符合交通法規的民眾，警方
也將會嚴格執法取締。

為一再宣導長周末交通安全重要性，不少旅遊網站提供 「安
全守則」 ，希望人人都能在佳節平安上路。消費者報導網站
(Consumerreport.org)提出十大出遊安全守則，包括作好行車前
的車輛安全檢查、避免熱門或壅塞時段上路、保持良好精神狀況
與善用資訊和科技導航掌握路況先機等要訣外，若帶著小孩和家
中寵物寶貝旅行的民眾，也應注意安全帶和安全座椅的妥善使用
，降低突發狀況發生機率。

行車路線App 「Waze」 指出，今年的國殤日長周末車流量
將會比預期還提早，除了下午3時至5時外，周五上午8時至下
午3時就會出現車流，許多人甚至提早請假出遊。而國殤日當天
，交通最繁忙將會落在上午10時至下午3時，許多人準備返家
的時候，因此，提醒外出的民眾，可避開擁擠車潮。

休士頓市政府也提醒搭乘交通工具的市民，出門前都應先查
詢國殤日長假期每日的時刻表。民眾出發前可上http://www.
ridemetro.org/SchedulesMaps/Holiday.aspx查詢清楚。

長周末來臨前長周末來臨前，，休士頓高速公路上已出現車潮休士頓高速公路上已出現車潮。。((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
臨，順應時代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
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
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年全
新上線，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 」 網站(www.today-america.
com)升級原有美南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
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方
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
含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
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眾
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

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
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今日
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
視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
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
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專欄文章也是關
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閱
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
天24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
、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
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地國
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且多樣化
，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
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
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
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續為讀
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 微信公眾號也開通，眾
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南」
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
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隨時
關注本台，好禮大放送。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 」 ，或輸入
「www.to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

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
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
洽281-498-4310或直接至本報社11122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掃二維碼最方便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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