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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增速
房地產估價公司：
已翻番
根據房地產估價服務的網站
Zillow 10 月份房屋市場報告顯示，
美國房屋價值連續第 15 個月共上
漲了至少 6%。
Zillow 首席經濟學家 Svenja
Gudell 表示，這差不多是此前
“正
常”
房地產市場升值幅度的
兩倍。
與 2016 年 10 月相
比，由于住房庫存

依然低迷，但是需求激增，美國房
屋價值中值升到 12，500 美元。更重
要的是，在全國一半以上的大都市
中，住房的價值甚至比經濟衰退之
前還要高。
Gudell 說：
“我們正處
于庫存危機之中，並且沒
有任何緩解的跡象，這
將影響到全國各地
的潛在買家。
她繼續

11966

說道：
“房價正以歷史上從未出
現過的超高速度增長，同時很多
潛在的買家想要在自己還有能
力買房時進入房地產市場。但是
，僅僅一年的時間，房價攀升如
此之多，導致一些購房者 - 尤其
住房價格漲幅最大，據 Zillow 統計，
是首次購房者 - 不得不把更多的 該數值比去年同期增長 8.4%，中位
錢用于支付首付，以跟上房價上漲 數為 118，200 美元。與此同時，排名
的速度。”
前三的房屋房價僅上漲了 3.8%，至
一些西海岸城市的房地產市 35.89 萬美元。
場已經獲得巨大收益。據 Zillow 報 （來源: 新浪財經 ）
告，聖何塞市房屋中位數比去年十
月 上 漲 了 12.3%，也
就是上漲了 118，200
美元。聖何塞的房屋
中位數已經高達
108 萬美元。
西雅圖漲幅居
第二，房屋價值同比
上 漲 11.7% 至 45.77
萬美元。
最重要的是，占
全國所有住房的三
分之一的全國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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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有不好的信用記錄時 上
該怎麼在美國買房？
該怎麼在美國買房
？

留甚至更長。雖然這些不良資訊自產生之日起可
以保留 7 年之久
年之久，
，但最近兩到四年的不良資訊對
信用分的影響最大。

理想的信用評分是多少？

根據使用廣泛的 FICO 信用評分創始機構費
埃哲公司 (Fair Isaac Corporation)可知
埃哲公司(Fair
Corporation) 可知，完美的信用評分為 850
分，但僅有 0.5% 的消費者能達到此分數。來自科羅拉多州丹佛
市一家抵押貸款公司 Hallmark Home Mortgage 的抵押貸款發
起人 Chris Hauber 表示，只要信用評分超過 740，你就達到了理

信用記錄不良時，如何在美國購房？如果想在美國買房，擁
有良好的信譽會帶給你很大幫助。因為良好的信譽使你擁有更
多的貸款選項，而且有資格獲得更低的利率和相對便宜的貸款。
信用評分(Credit
信用評分
(Credit Score)是判斷你是否具備申請貸款資格的一項
Score)是判斷你是否具備申請貸款資格的一項
決定性因素。
事實上，平均每個美國家庭負有 1.5 萬美元的信用卡欠款。
在這樣的前提下，很多人會很疑惑：在信用記錄不良時，是否可
以在美國貸款購房？
可以，不過，如果希望購房過程一切順利，從現在起，你需要
解決你的信用報告中出現的經濟問題。在此，小編針對很多貸款
人關注的問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什麼是信用評分，如果
信用不良又要如何在美國買房。

什麼是信用評分？
即用你的信用卡上累積的欠款額度除以賬戶總額中的信用
額度。信用專家建議將此比例保持在 30
30%
%左右。如果你每個月都
透支信用卡，這樣就會有損你的信用評分。

想抵押貸款人的標準，能夠享受到最優利率。打算買房申請貸款
最好擁有 740 分以上的良好信用分數。
如果你的信用評分只是超過 700 分，你依然能夠享受較為
信用記錄時間越長，信用評分就越高。信用專家 Bill HardHard優惠的利率
。達到 660 分能享有相對優惠的利率，且無需達到額
ekopf 稱，信貸機構會考察你最早賬戶和最新賬戶的開戶時長
外的要求就能申請貸款
。
（例如：2 年 3 個月
個月）
）以及所有賬戶的平均開戶時長。越早開始建
對于常規貸款，大多數貸款方會要求你的信用評分至少為
立個人信用，越是必不可少的。理財專家通常會建議家長為高中
的孩子開設一張信用卡，並幫助他們瞭解建立個人信用的重要， 620 分。若低于 620 分則很難得到貸款，或者必須支付相當高的
頭期款和利息費用。例如信用分數為 660，貸款 50 萬元的利息是
當然也要對個人信用負責任。
5%，30 年的總額是 96
96..6 萬多美元。如果有 740 的信用分，可能只
4. 新增信用
需付 4%的利息，30 年的總額是 85
85..9 萬美元，節省了十萬美元！(
每次申請新的信用賬戶時，你
續下頁))
續下頁
的信用會收到一次“硬查詢
硬查詢”
”
（hard
（hard
inquiry）
inquiry
）
，導致你的信用評分降低
，導致你的信用評分降低
（通常減少 5 分）
。因此，Hardekopf
建議儘量不要同時開設多個信用
賬戶。這樣做會使得你的信用賬戶
的平均開設時間縮短，且會有損你
的信用記錄。

3. 信用記錄時長

信用評分，也被稱為 FICO，也就是一個借款人的指標，信用
評分的範圍由 300 分至 850 分，分數越高越好。貸款方會根據個
人的信用評分來決定借款金額以及借款的利率。信用評分越低，
得到的貸款金額越少，甚至收取更高的利率。
按照慣例，抵押貸款機構會對你的信用評分進行核查，評分
將根據你信用報告上的信息計算得出。影響評分的因素有五種，
各自所占比重均不相同：
還款記錄占 35
35%
%，債務額記錄占 30
30%
%，信用記錄時間長短占 5. 信貸結構
15%
15
%，新增信用占 10
10%
%，信貸結構占 10
10%
%。
持有諸如信用卡、
持有諸如信用卡
、零售賬戶
零售賬戶、
、
下面我們來逐一瞭解這些因素。
分期貸款、車貸和抵押貸款等不
分期貸款、
同類型的信用賬戶，
同類型的信用賬戶
，將有助于提
1. 還款記錄
升信用評分（最後一項是你即將
你應當按時還款，因為逾期還款一次就會令你的信用評分
要申請的）
要申請的
）
。
遭受重大影響。例如：根據美國信用機構 Equifax 透露，一位消
不良的支付記錄如逾期支付、
費者以前從未漏還過欠款且持有 780 分的信用評分（滿分 850
850）
）
，
判決、
判決
、賦稅留置
賦稅留置、
、托收帳戶
托收帳戶、
、銷帳
銷帳、
、
而僅有一次逾期還款達 30 天，其信用評分就會降低 90 到 110
資產收回、結算、賠本出售、喪失抵
分。
押品贖回、
押品贖回
、兒童撫養費
兒童撫養費、
、債務合並
以及一些貸款修改會保留 7 年之久
2. 債務額記錄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包括破產
包括破產）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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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有不好的信用記錄時 下
該怎麼在美國買房？
該怎麼在美國買房
？
為自己還款而不是按揭還貸。
3、尋找價格合理的房屋。
當你有不良信用，並且不準備貸款時，你需要購買一棟可以
負擔的房子。
在房子的裝修上削減花銷，並在你的信用額度增強後再選

信用不良，如何買房？
(接上頁
接上頁))當然，擁有不良信譽也可購置房屋，你只需一點耐
心和更多的錢。此外，你也可以選擇尋找另外的貸款方式或者支
付高額的次級貸款。

方法 1：充分利用政府機構

擇貸款來改裝你的房屋。
4、向朋友和親戚借款。
那些瞭解並相信你的人更可能
向你伸出橄欖枝。
1、有資格獲得聯邦抵押貸款機構
有資格獲得聯邦抵押貸款機構，
，例如聯邦住房管理局
(FHA)。
此貸款計劃由住房部門和城市發展(HUD)
此貸款計劃由住房部門和城市發展
(HUD)管理
管理，信貸標準不
會太過嚴苛。信用評分要求最低，為 580，首付為 3.5%。
和 FHA 貸款人談談你的不良信用是否會影響你從聯邦住
房管理局貸款。只要你的收入滿足其要求，你就可能有資格。
和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住房顧問一起找到願意的放款人。
撥打 800
800--569
569--4287 或者訪問 hud.gov 作為參考。
2、如果你有記錄的軍事服務，申請退伍軍人事務
申請退伍軍人事務(VA)
(VA)貸款
貸款。
和不同的放款人談談選項。雖然 VA 沒有最低信用值去獲
得貸款的資格，申請 VA 貸款的放款人可能需要。
3、在你現有的社區裏調查當地的購房計劃。
如果您是一名公務員（如老師或警務人員
如老師或警務人員）
）或首次置業人士
，你可能不需要信用就有資格獲得州立和當地的購房計劃。

方法 3：月供

1、尋找你想購買的房屋並詢問
賣家是否對出租感興趣。
2、租一棟高于市場價值的房屋
，並采用首付和分期付款的方式。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如果房子每月的租
金通常是 800 元，你就支付 1200 元，
房東便會把 400 元分攤到日後每月
的房租裏。
3、和賣家協議房屋購買價格並
簽署一份月供合同。
讓律師審查你的合同以保全你
的利益，
的利益
，並且在你有能力購買前賣
家不能把房屋賣給任何人。
4、租兩三年房屋
租兩三年房屋，
，在此期間你
方法 2：無抵押貸款買房
可以補救信用並獲得貸款的資格
。
1、現金支付你的住房
現金支付你的住房。
。這不需要貸款，按揭付款或信用標
一旦你能獲得按揭的批准就同
準。
意購買。
清算等退休賬戶、共同基金和其他儲蓄計劃的投資。
2、借用 401
401K
K 計劃。
方法 4：次貸
許多雇主贊助計劃允許你為自置居所而借錢。每個月你將
1、準備付更高額的利率。

次貸放
款 人 自
2008 年 2010 年的財
政崩潰以來管
理更嚴苛，但利
率和費用仍高
于傳統的抵押
貸款。
核實你的
收入並盡力支
付頭期款。你支
付的頭期款越多，
付的頭期款越多
，之後每月
按揭的貸款就會更合理。
2、請確保您可以每月按
揭付款。
除了您家庭的貸款，你也需要把稅和房屋保險的因素計算
在內。
3、四處尋求最優惠的匯率。
你可以在線找到次級貸款人，或從事為擁有不良信譽的人
貸款的按揭經紀人。
小 tips：考慮等幾年再購置房屋。如果你有不良信用，可以
考慮租兩三年的房屋並重新建立信用並為頭期款儲蓄。這期間
你可以整理自己的資產並找到最好的貸款方案。(文章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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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投資房地產 渠道多樣

基本的盈利來自于房貸付完後，租金的
大部分就成了純利潤。另外，房產增值
也會給投資者帶來額外的利益。
投資者必須對目標市場非常瞭解，
並充分研究。由于主要的利潤來源是租
金，因此房產的位置和市場租金就成了
考慮投資的最重要因素。就位置而言，
靠學校近的房子是很好的選擇。美國的
大學生除了第一年外，大都需要在學校
周圍租房居住，因此學校周圍的物業就
可以帶來源源不斷的租客。除了學校，
臨近大的商業中心、大公司等，也是很
好的選擇。
當然，這種投資方法也有一些風險
。最大的風險是租客不足或乾脆沒有租
客，其次是碰上壞租客。很多地方的法
律會使房東對那些不付房租的房客束
談到房地產投資，人們可能首先會想到買 手無策。如果他們有什麼不可以趕走他們的
賣作為實物的房子。其實，房地產也可以像股票 正當理由，如失業、生病等，碰到這些情况，投
、證券、期貨那樣交易。在過去幾十年裏，房地產 資人就會面臨有支出無收入的問題。
已經成為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投資工具。下面
另外，出租物業的管理也是一個麻煩事。
是房地產投資的一些常見方式。瞭解它們各自 廁所堵了，屋頂漏了，水管壞了……諸如此類
的優缺點，懂得如何操作它們，對投資者來說自 的事總是層出不窮，可能會在睡夢中被叫醒
然十分重要。
去通馬桶，或在游輪上接到房子起火的消息，
總之，投資人必須為此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時
基本出租物業
間，有時很掃興甚至如遭雷劈。當然，如果不 投資房地產有多種渠道。圖為佛羅裏達州泰莫萊克一批在建的城市屋。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
基本租賃物業（Basic Rental Properties）是 想有這些麻煩，可以雇專人或委托管理公司 ：美聯社
美聯社）
）
一種一目了然的投資方法，就是投資人賣下房 去管理，但那樣就要損失一部分收入了。
產，然後出租，靠收取租金獲利。投資人（房東）
需改進就可升值的特點，否則不會考慮。要做這 個投資人能得到的月租金收入。這樣做能對沖
得負責歸還房貸、付稅金和維修房產等。最理想
樣的投機者，需要有很高的投資技巧、很強大的 由于某些房子未能租出帶給其 主人的風險，比
房產投機置換
的狀態是，租金除了支付所有以上提到的開支，
如某個房東某月房子未能租出，但他仍能得到
所謂房產投機置換（Real Estate Trading） 信息源，很多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還有盈餘，但基本的租金定價原則還是只要能 ，指的是投資者也買房子，但其目的與前述那類
大多數的情况是，投資者買下較便宜、但本 由房團總收入所决定的他的一份。當然，以後別
與開支打平即可，因為很多時候欲速則不達，過 截然不同。投資者買下房產後只是短期持有，通 身有些缺陷的房產，經過重新裝修、包裝後，使 人的房子沒租出，他也要貢獻本來屬於他的一
高的租金會嚇跑租客。這種投資方法需要耐心， 常不超過 3、4 個月，然後賣出去，以賺取買賣的 之具有了增加的價值，再出售盈利。
部分給那個人。
這類投資的風險是，投機者必須在很短的
從理論上來講，房團是一種較為安全的房
差 價。這 種
時間內將物業出手
，
而且通常一次只能做一個
地產投資方法
。但是，就和其它的共同基金投資
投資策略有
物業
。
由于這類物業很難得到正常貸款
，
常常需
方法一樣
，
房團也面臨共同基金管理費引起的
時被稱為
“ 投 機 ” 要使用現金或高利率貸款。一旦短期內無法出 挑戰。另外，和第一類投資一樣，出租率和租金
是影響房團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所處管理公
（Flipping）
， 手，那就會造成投資者持續虧損、甚至破產。
司的工作質量也對房團盈利有很大影響。
通常適用于
房產投資集團
那些在熱門
物業有限夥伴
房 產 投 資 集 團（Real Estate Investment
地點因某些
物業有限夥伴或房產有限合夥人（Real
原因估值明 Groups，簡稱房團）可以說是房產租賃方面的小
。如果想搞房產出租， Estate Limited Partnerships，簡稱 RELP）指的是
顯偏低的房 共同基金（Mutual fund）
產，如 供 拍 但又想省去當房東的麻煩，那麼房團就是個不 購買和擁有一個或一組房產而組成的短期存在
的實體。通常由一個經驗豐富的房地產管理或
賣 的 房 產、 錯的解决方案。
某個公司會買下或建設一系列的房子，通 開發公司擔任總合夥人（General partner）
，外
無繼承人的
遺 產 房 等。 常是公寓樓。投資者可以通過該公司買入一個 來投資者則通過向該房地產項目（通常是建造
純粹的投機 或多個房產，多個投資者自願成立房團。雖然投 或更新房產的項目）提供資金，而成為擁有股份
。
者對那些用 資者擁有他買下的房產，但一切管理維護、招客 的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
有限合夥人會收到來自于該 RELP 運作利
于投機的房 、趕客、收房租等事宜都由公司承擔。公司收取
潤 的 紅 利， 但 其 最 主 要 的 收 入 來 自 于 當 該
產不會做任 一定比例的租金作為報酬。
房團的形式有好多種，最標準的一種形式 RELP 被最後完整出售時所得到的分成。當 RELP
何投入改進
。他 們 看 中 是：一個房團的投資者把他們擁有的所有房產 被出售之日，也就是該實體解散之時。
的房產需要 單元混合，以房團的名義出租房子，根據扣掉管
本身具有無 理費後的總收入和每個投資者的份額，决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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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投資房地產 渠道多樣
RELP
允許投資者
無需直接參與項
目的管理，甚至不必擁有房產，
而只需通過資金投入參股，但與
股票不同的是，這種形式屬於非
流動性投資，投資者通常需要等
到項目結束、該實體出售解散時
才可以移出現金。

幾種投資方法，房投的特點
多遭遇了房屋止贖危
是，它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需要現 庭。
舒茲的文章指出，這些家庭擁有的 機，投資者收購住宅
金時可以隨時通過交易所變現。
資源最少，在住房選擇上最受限制，政策 並投放到高端租賃市
制定者應該更多地為經濟上易受衝擊的 場。同 時，2009 年 至
房產共同基金
2016 年，該州增加了
房產共同基金（Real Estate Mutual 家庭著想。
房地美報告中的數據也暗示，住房
約
57 萬新進人口，其
Funds，簡稱房基）和其它共同基金在形
負擔能力下降，不僅僅是低收入人群面
中很多都從事高收入
式和運行方式上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
它主要投資于 REIT 和房地產有關公司的 臨的問題。從全美範圍看，2010 年至 2016 的科技和石油行業，
股票。這與證券交易更接近了，只是投資 年，中等收入家庭可負擔的公寓比例從 這也推高了當地的房租和房價。
房地美的報告中使用了聯邦住房和
房產投資基金
者需多瞭解要更房地產方面的知識和消 95.8% 下降到了 90.6%，超過 5 個百分點。
儘管總體上中等收入家庭仍可負擔
90%
城市發展部制定的所謂住房負擔能力的
華爾街想出了一個辦法：把不 息。房基也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方
定義，即住房成本不應超過收入的 30%。
動產變成一種象股票一樣可流動的投資 式。對于普通散戶投資者而言，房基的另 的公寓，但趨勢是在下降。
因此
，承受能力同時取决于租金和收入，
方式。這就是房產投資基金（Real Estate 一個優點是它具有大量信息供投資者參
住房承受能力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租金上
區域差異明顯
考，也有更多選擇。投資者可以通過采用
Investment Trust，簡稱房投或 REIT）
。
該報告還指出，房屋可承受能力有 漲，也可能是收入減少，或收入和租金變
所謂房投是一 多點投資等戰略來降低風險、提高收益。
個信托基金（Trust）
， 證券交易的高手在這裏更可以觸類旁通 巨大的地域差別。例如佛羅里達和加州， 化差異縮小。
舒茲稱，從政策角度看，重要的是搞
這兩個州 2010 到 2016 年中等收入家庭可
以管理投資者的錢 ，游刃有餘。
清楚什麼原因促使住房承受能力變化，
負擔公寓的比例分別大幅下降了 16.2 個
用于購買、經營和售
百分點和
34 個百分點，尤其是加州，從 因為恰當的干預可能使結果有所不同。
賣某個具有盈利能
延伸閱讀
“如果是因為供應不足或開發成本上漲
力的房產。房投象股 租金隨房價齊飛 低收入家庭居住負擔日 73.4%下降到了 39.4%。
導致房租快速上漲，地方政府可能應合
舒茲戲言
，
如果你不是有錢人
，請不
票一樣可以在各交 益沉重
理化開發過程或者放鬆分區限制，”她寫
要搬到加州
，
或許也不要搬到佛州
。
易所買賣和轉換。
房價高，租金漲，很多美國人都遇到
道，“如果數據顯示承受能力下降主要是
除了加州和佛州，房地美的報告強
按有關規定，為 住房難的問題。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因為收入增長停滯或低技術工人工時減
調
，
科羅拉多州
、
北卡羅來納州和得克薩
了維持基金的身份， 的專家珍妮•舒茲（Jenny Schuetz）近日
少，那麼收入補貼可能是更直接
斯州是低收入家庭房屋承受能力下降得
其 90%的課稅利潤 撰文說，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人的
的政策解决方法。”
最快的地方
。
需以紅利的方式返回股東 住房負擔能力每况愈下，尤其是低收入
（(取材僑報網)）
各州和地區住房成本的差異也帶來
，這樣它就是個基金而不 家庭。
了其它區域性差異，例如就業增長。不過
是公司，可以免交高額的
，令人擔心的是，一些就業增長前景不錯
公司稅。
承受能力大降
的州和城市，其住房成本已經非常昂貴，
房投不但可以使投資
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
者和常規的股票一樣得到 （Freddie Mac）近日發布了一份報告。該 且變得愈加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
美國在線房地產平臺
股利，還可以得到由房產 報告以該公司 2010 年到 2016 年間至少兩
Apartmentlist.com
的數據顯
增 值 所 次發放抵押貸款的公寓為樣本，追蹤租
示，
2014
年至今，科羅拉多
產 生 的 金變化數據。研究結果顯示，2010 年，低
利 潤 。 收入家庭要找到可以負擔的公寓已經很 州一臥室公寓租金的中位數
房 投 僅 不容易，當年普通公寓中只有 11.2%是低 上漲了 22.4%， 是全美平均
限 于 投 收入家庭可以承受的；到了 2016 年，情况 數的兩倍；該州首府丹佛的
資在非住宅地 更加糟糕，低收入家庭負擔得起的普通 房 租 比 全 美 平 均 價 格 高 了
12.6%。
產，如商鋪、醫 公寓只剩下 4.3%了。
一些房地產行業的專家
院和辦公樓等。
房地美的報告著重于針對大城市地
相比于前面 區那些收入不到中等收入水平一半的家 稱，在金融危機期間，科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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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留學打工秘笈

A6

助並不意味著你必須得整天地困在實驗室不
停地攪和試管中的各種試劑，在各領域的獨
立研究都可以得到補助。不論你的專業或者
興趣是什麼，獨立研究補助允許你深入到你
選擇的這個學科。
許多這樣的研究補助是專設給大三學
生的，但是，也有許多這樣的補助會開放給大
二或者大一的學生。確保早些申請，並已經有
其他 學校行政機關經常需要有人擔任行政助
說起打工，你必須要知道的就是 CPT 與 OPT 有效的 F1 簽證且需要知會 USCIS。在學期中的每
一個思路清晰的研究計劃——爭取這些補助的
CPT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它是一種讓 週工作時間一般限制在 20 小時;在節假日和假期 理、秘書等，甚至需要司機、清潔工等。這些工作
學生都可承擔。學校書店、校警等機構也會雇傭 競爭可是相當激烈的。
外國學生校外工作的一種工作許可。CPT 由學校 時可全職工作(可達 40 小時/周)。
有的同學可能無法申請校外的實習希望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個學年，任何形式的 學生，有興趣的人可去申請。如有教中文的經驗，
批准並在學生的 I-20 表上注明，申請 CPT 之前
校外打工
，但一定切記：
則不妨到校內中文班去應聘作助教工作。
必須有實習接受單位(Job Offer)， 一般要求註冊 打工都是不允許的。
如果沒有經過學校允許在外面工作被發現
校外打工注意事項
有一門相關的特殊課程並通過 CPT 獲得學分， 那麼校內打工可以做什麼呢
圖書館 美國大學圖書館為學生提供的工作機
除了實習類工作，持 F1 簽證在校外打工是 ，學校是有權把你開除的，移民局一經發現即遣
CPT 只用于學生畢業之前與課程有關的工作，邊
工作邊掙學分。所以很多美國大學的 CPT 是可以 會較多。圖書館環境單純，工作任務也不重，順便 違法的，且實習類工作需申辦特別工作許可證。 送回國。
中餐館打工、送外賣等等都是黑工。如果被
具體規定是：持有合法學生身份，入學 9 個
還可以飽覽群書，是最名正言順的半工半讀的地
轉換一到兩門學科的學分的。
發現後會影響工作簽或者綠卡
。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它 是 讓 外 籍 方。由於此類工作比較熱門，建議留學生到校後， 月以上，成績達一般標準者，經學校國際學生顧
如果真的要打黑工
，
一定要清楚知道這是
問批准，即可到移民局或勞工部認可的公司去打
學生將所學專業知識到校外運用於實踐的一種 儘早到圖書館詢問有關信息。
電腦房 美國大學的電腦房通常會聘用很多學 工，打工有效期限為一年，但可申請延長。切記， 違法的。處處小心，要知道你送外賣被搶劫了也
臨時工作許可，分學習結束前的 OPT 和學習結
束後的 OPT 兩種。一般來說在上學期間任何時 生擔任電腦助理，為使用電腦的學生提供資訊和 打工的公司必須是移民局或勞工部認可的公司， 是沒有辦法報警的。另外，工資全部用支票或者
現金結算，千萬不能走正常渠道。
現場幫助。留學生如果精通電腦知識，可去學校 而不是任何公司均可。
候都可以用 OPT 工作。
也有的小夥伴可能沒有充足的時間或精力
校外實習工作有什麼類型呢
移民條例規定下列三種情況下學生可以用 電腦房申請當助理員。
打工
，
這裡還有一些創業小乾貨
申請有學校補貼的實習工作 你所在大學的
學校餐廳 美國大學一般都設有餐廳，除管理
OPT 實習：第一是放年假期間和學校沒有開學的
中華小當家 雖然說現在中餐館在國外遍地都
其他時間，但學生必須還在登記註冊，而且有條 人員與廚師外，其他工作人員往往聘請學生擔任 職業發展辦公室可依據申請實習補助的情況而
是
，
但是高昂的價格和為了遷就外國人口味經歷
件或資格並有意在下學期進行註冊上課。第二是 。此類工作機會較多，工作輕鬆簡單，除有一定的 發放給你補助，有許多助學金和獎學金是為從事
了時間洗禮的奇葩
“中國菜”口味是沒辦法滿足
無償實習的學生而專門設立的。不論是在美國還
學校正在開學期間，但學生實習不能超過一周 20 經濟收入外，還可解決吃飯問題。
多數留學生的
。
學生宿舍 美國大學本科生的宿舍都設有宿舍 是在國外，都有其他補助來資助無償的暑期實習
個小時。第三是完成課程之後的畢業實習。
那麼你有沒有想過，你在家跟著父母學的
管理助理員（RA）
，一般都由研究生來承擔。這種 ，但是一定得早點查找那些機會，申請暑期補助
校內打工注意事項
一兩道家傳口味菜
，對於其他留學生來說，就是
根據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USCIS)的規 工作除可享受免費住宿的好處外，還可有一定的 常常早在 3 月或者 4 月就截止了。
他們想吃的正宗中國菜
，並且還可以提供送貨上
申請有研究補助的實驗項目 得到一份研究補
定，校內打工不需申辦特別許可，但是必須持有 經濟收入，也不會佔用很多的私人時間。
門服務，這是多大的誘惑？
不用什麼祖傳的技藝和複雜的
原料。花椒，包菜，醋，幹辣椒就是一味
手撕包菜。買一個番薯，再買一塊姜，
就是正宗的番薯糖水。滿足自己的胃
同時，也可以給自己帶來一筆外快。
特色洗剪吹 大家都知道在理髮是
一件多麼恐怖的事情，要提前預約，價
格還高昂。與髮型師的溝通不暢分分
鐘會讓你擁有一頂洗剪吹都鄙夷的髮
型。所以有些人索性大半年不理髮，頂
著慘不忍睹的髮型堅持到回國。
這時候就可以上網搜索教程，雖
說複雜的髮型很難做得到，但學會理
得乾淨清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學會
把男生的頭打理的蓬鬆立體，把女生
的頭髮剪出層次，在不極大改動長短
的情況下，儘量打薄得輕盈順暢。
敬業老司機 對於一些有車的同學，
可以選擇接送接送服務。鑒於打車的
價格，很多同學是很有可能願意接受
的。空閒的時候，接幾單新生往返機場
，或者幫著同學出車搬家也是一個不
錯的選擇。
聰明的你說不定會有更好的主
意，想到就不妨去嘗試一下吧！不過各
位小夥伴一定要懂得，分配好自己的
時間，不要影響到自己的學業。畢竟在
外國花了這麼多錢讀書，不是為了兼
職賺點小錢的，千萬不要撿了芝麻丟
了西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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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10 種
食物

自由發揮了。不過推薦是在雞裡再塞 怎 麼 做 到 的? 打 死
些香腸和熏肉，油炸 2-3 小時。特別加 我也不明白。但是
分，如果你能想出辦法加入溶化的奶 我知道這點：你可
酪製品在這到“壯觀”的菜裡。有些美 以在上面倒上朗姆
國人想把這道菜變成傳統的感恩節大 酒，然後把它整個
餐，有的已經開始在聖誕節吃上了。不 點燃，現在才像道
1、巧克力曲奇冰激淩 Chocolate 過如此美國化的發明，還是最適合在 菜。
5、考伯沙拉
Chip Cookie Dough Ice Cream 1937 年 4th of July 享用。
3、水 牛 城 辣 雞 翅 Buffalo Wings Cobb Salad 吃了這
，來自麻洲的 Ruth Grave 在她做的黃
油區奇中加入了切碎的巧克力。由此 不要以為這道菜只有在水牛城才能吃 麼多油膩的東西，
發明了世上最好吃的區奇餅乾。在美 到，甚至還有個美國快餐就以這個為 有的美國人開始說
“我想今天就吃一
國人民享受她的區奇的同時，他們總 名字呢。大部分美國人覺得雞肉不如 ：
碗色拉好了
。”當然
豬肉油膩
，
不如牛肉有口感
，
只能湊合
是設想如何能把這美味發展的更好。
，他們說的色拉不
。
但是把它放到
600
度的油中炸到焦脆
10 多年後，有了讓人驚訝的覺悟：因為
有個人太懶去烤這個區奇餅乾，發現 ，直到你不認識它是肉了。然後澆上辣 是指那種無聊的歐
吃混好了的生面居然比烤完的成品更 醬，沾著熔化了的 Blue cheese 一起吃? 洲人吃的綠青菜加
有味。在美國人民合力下終於想出了 That's more like it! 特別提到是加在盤 紅番茄。美國人做
一個壯觀的辦法：把生面切成小塊，拌 底的蔬菜，吸收了雞肉上掉下的油，普 色拉時，先要有足
夠的肉類種類和重
在 冰 激 淩 裡!Now that‘s American 通的蔬菜也變美味了。
量，然後一定要有
4
、
火焰冰激淩
Baked
Alaska
美國
Cooking!
牛油果和奶酪。基
的生活是很複雜的。當他們面對嚴肅
2、特大啃 Turducken 如此聰明
並且簡單的創造，讓人不敢相信 5000 的決定像“你想吃什麼甜點啊，親愛的? 本 上 你 在 一 個
Cheese
年的世界文明居然沒先想到。拿一隻 冰激淩還是蘋果派?”他們不會知識簡 Double
2-3 道小菜。這些菜都有一個共同點，
Burger
中找的到的都可以放進去
。最好 找的到的都可以放進去。
單的說
“我們拿一勺冰淇淋
，
放到蘋果
火雞，塞只鴨子在它肚子裡，然後再在
6
、魯賓三明治
Reuben
Sandwich
他們都是美國人借著中國菜的模版想
的例子
Cobb
Salad
：
熏肉
，
炸雞肉
，
牛油
派上如何?”
No,
no.他們能把一整盒的
鴨子裡塞只雞。從這裡開始你就可以
冰欺淩，想出辦法把它烤在一個派裡。 果，雞蛋粒，藍奶酪和任何你在冰箱中 這種裝滿了東西的三明治現在在世界 出來的。
上都滿多見的。不過 Reuben 是最美
9、費 城 牛 肉 芝 士 三 明 治 Philly
國的了。首先要用 10 多種香料烤的 Cheese steak 只有在 Philadelphia，美國
熏肉片，一口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 裡最美的城市，才能發明出如此象徵
了什麼只知道是肉的那種，推薦每 性的三明治，而且強力堅持不需要任
個三明治中要放入至少 1 磅。然後在 何人來嘗試改善它。只用最差的原料，
每 3 片中藏一塊“瑞士”奶酪，那種中 Pennsylvania 的市長 Ed Rendell 解釋那
間有洞的，真的瑞士人決不會去碰 些 不 是 本 洲 的 人 嘗 試 來 做 Philly
“第一，他們會用好
的。再在上面撒些“俄國色拉醬”
，一 cheese steak 的問題：
的牛肉。你需要用最肥最硬的肉才能
種鮮豔的，橘紅色奶醬。
7、巧 克 力 棉 花 糖 夾 心 餅 S’ 得到合適的味道。第二個錯誤，當然，
mores 一直不明白，為什麼 S‘mores 你只能用奶酪製造時的殘渣，不能用
會在美國如此流行。餅乾用的是英 真的奶酪。”Rendell 堅持這樣因為“真
。
國人的 Graham crackers，在美國一直 的奶酪不能溶透到肉裡”
無論如何，Philly cheese steak 還
就沒什麼人吃的。中間夾的是軟糖
塊，那是美國小孩野炊是穿在棍子 是很美味的。如果用上好的肉和奶酪
上烤著玩的，烤好了一般就扔到一 會讓它更好吃嗎?當然。不過那樣就不
旁，沒多少人愛吃的。反正和在一起 是美國原味的了。
10、美 式 炸 熱 狗 Corn Dog 1942
，美國人就喜歡吃了。
8、美式中國菜“Chinese Food 年，在一個德州美麗的鄉村集市上，一
”美國料理最棒的地方就是胡思亂 個 有 商 業 頭 腦 的 年 輕 人 叫 做 Neil
想，有時候想出來的他們自己都無 Fletcher 想出了一個可以讓他的熱狗熱
法承認，就找個接近的風格，跟著那 賣的辦法：在熱狗腸上塗厚厚一層便
個叫。舉例：
“Chinese Food”
。橫跨美 宜的玉米糖漿，用熱油炸的 5 分鐘，再
國 50 州，所謂的中國快餐提供 10 多 在後面插根棍子。就這樣一個美國傳
道漂亮的，油炸了的，醬油烤了的事 統誕生了。每年當天氣轉熱，春暖花開
物。雞肉沾上甜辣醬和麵包屑然後 時，美國人一邊享用這簡單可口的美
油炸後叫陳皮雞(orangechicken)，春 食，一邊問自己：我們還能油炸些什麼
捲裡面加奶酪或奶油，炒飯炒麵吃 呢?
完後盤裡的剩的油可以用來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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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年制 MBA 和一年制 MBA
有何區別？
有何區別
？
【來源:搜狐教育】
會有沒課的週五，也別指望工作和生活
美國 MBA 留學是具有非常大競爭 的平衡。整個項目的壓縮，給你留下了
力的，同時從學制上來說，美國 MBA 大 很少的空閑時間。如果你落下了，就沒
多為兩年制，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為 有機會再追趕上去了。作為 50 年前開
一年制 MBA，那麼這兩種學制的 MBA 創一年制 MBA 的先驅，在歐洲工商管
有什麼區別呢?
理學院(Insead)，早上 8:30 開始上課，下
和 極 限 運 動 參 與 者 一 樣，美 國 午 7 點結束。節假日也是如此。
MBA 專業的學生費盡唇舌讓他們的朋
在這種模式中，大部分核心課程被
友、家人以及未來的雇主相信，他們正 安排在最初 4 個月的衝刺期內。工科和
經歷著一次相當累人的經歷。商學院是 經濟學科的畢業生們可能會覺得某些
緊張的——我們 發現人們都這麼說)。 課程是小菜一碟，比如統計學和會計學
這個口頭禪模糊了一個事實：包括幾乎 ，而對那些沒有數學背景或者沒有接受
所有美國 MBA 課程在內，很多 MBA 課 過經濟學教育的學生來說，它們卻難如
程都是兩年制，而大多數歐洲的 MBA 登山。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課程都是一年制。
除了時間長短外，還有什麼區別呢
美國一年制 MBA 課程的班級裡，
?兩類課程的時間並非決定商學院排名 委培學生可能會更多一些，學生的年齡
的主要因素，雇主似乎也沒有厚此薄彼 或 者 更 大 一 些。歐 洲 的 某 些 一 年 制
。課程提綱看上去也很相似。不過，所有 MBA 班級，學生的平均年齡明顯大一
些——通常大約 29 或者 30 歲，這意味
的課程顯然不會一樣。
首先，美國一年制 MBA 和兩年制 著他們擁有更多的工作經驗。經驗較豐
的緊張程度存在區別。
富的學生可能會發現，在一個很少有人
在一年制的課程安排中，你別指望 曾有管理經驗的班級裡討論領導力，會

讓他們有挫敗感。
至於課堂內容，區別也很明顯
一年制的項目會把一個原本
10 次 3 小時的課程壓縮成 16 個 90 分鐘
的小節。而兩年制的 MBA 課程，如西班
牙 Iese 商學院開設的 MBA 課程，卻有
時間堅持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模式，即每節課都圍繞一個商
業案例展開討論。這意味著時間較短的
MBA 課程不會花時間來複述材料。學
生在教科書上可以找到這些材料。
這兩種學習模式的關鍵性區別是
在校外。兩年制項目的核心，是第一學
年和第二學年之間長暑假中的一次實
習。這份夏季工作可以讓學生們暫時放
下學習，嘗試一份為期 12 周的不同職
業。
美國 MBA 專業兩年制的項目會提
供謀劃調動的空間以及更多交際的時
間。而一年制的課程把學習精簡為瘋狂
的快跑，在患難與共之中建立友誼。所
以，那個好哪個不好，還是要看是否適
合你自己。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報道，中國留學生奪去了
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
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分析
【來源:僑報網】
目的，是賺取比本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
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
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均大比 錢。許多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生
考或寫作的基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
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的主要 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競爭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已增長
至 30 多萬。僅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
量就已達到 4400 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
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 1200 多人;而 10 年前，
這所大學裡中國人的數量只有 47 名。波士頓地
區的大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 4.5 萬人。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學為錢忘
義。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們正奪
取本屬美國學生的資源。高校機構變得越來越
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
的拒信，而中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
錄取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國。因為
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是本土學生支付學
費的兩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
亞洲的學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並不比美
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校發現，他們需要更
改甚至簡化課程、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
學習要求。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國就買上
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國學生往往開家裡
的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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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權威調查：美國大學
女生最愛學的 10個專業
【來源:搜狐教育】
出國留學選擇專業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超過學校的綜合排名
。大家一定也都聽說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
了商科這個說法，那麼美國高校的女生最熱門
的專業又是哪些呢?
根據美國教育部 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美
國的畢業生中，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占總畢業
生 160 萬的五分之一左右，約占 32 萬人次!這也
從側面書證明了商學學士學位是最受美國 高下
畢業生的追崇!不僅僅是因為商學專業的就業範
圍廣泛更是因為該領域的畢業生中期收入中位
數較之其他領域要高出不少!
其實就從男生和女生上來說就是有區別的
，更何況是專業了，一般男生偏愛理科，女生偏
愛文科吧。這都是從上學起共同的認知，更何況
是出國留學所選的專業了。下面看看福布斯雜
誌近日針對性別做了一項最受歡迎的專業的調
查!
2016 美國高校最受女生熱門的專業：
10、人文科學專業

就業推薦：教育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小
美國共有 3 萬 1064 名女性獲得人文科學專
就業推薦：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生多
學教師工作。
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 從事銷售、公共關係和管理等工作。
6、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
3、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
數的 66.2%。
美國大概有 8.25 萬女性獲得社會科學和歷
就業推薦：人文科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
美國共有 5 萬 3841 名女性獲得視覺和表演
藝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史學士學位!這個專業能夠上榜有令人震驚的。
小學教師、寫作、編輯、管理和銷售等工作。
學位總數的 61.4%。
因為無論是這專業本身還是該專業的就業並不
9、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
就業推薦：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畢業生多 佔有優勢!
美國共有 3 萬 7357 名女性獲得英語語言和
就業推薦：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專業畢業
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從事中小學教師、設計、形象藝術、表演和娛樂
生多從事中小學教師、銷售和研究等工作。
等工作。
學位總數的 67.9%。
2、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
5、心理學專業
就業推薦：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畢業生多
美國共有 9 萬 4192 名女性獲得健康專業和
美國共有 7 萬 1385 名女性獲得心理學專業
從事中小學教師、寫作、編輯和銷售等工作。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
8、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
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85.4%。
美國共有 4 萬 6217 名女性獲得生物和生物 的 77.1%。
就業推薦：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
就業推薦：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諮詢、
醫學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
中小學教師和銷售等工作。
業畢業生多從事護理、理療師等工作。
學士學位總數的 59.4%。
1、商學專業
4、教育學專業
就業推薦：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畢業
美國共有 16 萬 4276 名女性獲得商學專業學
美國共有 8 萬零 754 名女性獲得教育學專業
生多從事研究、教學和醫學技術等工作。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士學位，占當年獲得商學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7、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
美國共有 5 萬零 664 名女性獲得信息和信息 的 78.7%。在美國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的比例 49%。
就業推薦：一般而言，商學院畢業生在管理
技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特別高，所以教育學是女性大學生最最著名的
、銷售、諮詢和金融領域就業市場廣泛。
“軟專業”
。
學位總數的 62.5%。

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
【來源:搜狐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留學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最熱門選擇。現正值留學美國申請階段，不少同
學申請美國藝術碩士，但是美國藝術碩士的美
國留學費用也是不容小覷的。下面為大家介紹

一下美國藝術碩士的留學費用及美國藝術碩士
的相關信息。
美國藝術類碩士學費相對其他專業要稍高
一些，總體費用由學費、生活費兩大塊組成，學
費尹地區和院校有所區別，私立院校費用相對

就要高許多，而選擇公立院 校則要偏低。學費： 於職業發展，同時也具有大學教書的資格。
在美國沒有類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和
15-20 萬，生活費：5-10 萬元(美國優秀的藝術類
院校大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所以生活費與學 中國中央美院那樣的中央領導學院存在。紐約，
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城市中都有一些不錯的藝術
費都相對較高。
在美國，美學學士通常縮寫為 BFA，全稱是 學院，但是算不上中央領導 潮流的學府。在音樂
Bachelor of Fine Arts，是 教育上，朱利葉音樂學院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的，
視覺或表演藝術專業教 原因是美國音樂人才集中在紐約，那裡可以聘
育 的 本 科 學 位。MFA 請樂團、歌劇院中的專家來兼授課程，以保證擁
(Master of Fine Arts)翻譯 有 世界最好的音樂家教員。
成中文應該是創作碩士，
而在藝術和設計上美國則沒有一個城市有
而非字面上的藝術碩士。 這樣的權威地位，全國也沒有具有領導性和獨
BFA 和 MFA 範疇相當廣 一無二地位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謂傑出的藝術
泛，從雕刻、編制、繪畫、 院校僅僅是就某個專業而言。比較知名的院校
設計、插畫、室內設計、平 包括加州藝術學院、紐約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
面設計、動畫、攝影、電影 、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視
，到珠寶設計和多媒體設 覺藝術 學院、舊金山藝術大學、芝加哥美術學院
計 等。MFA 是 美 國 創 作 、克裡富蘭藝術學院和帕森斯設計學院等。以上
領域中最高的學位，沒有 就是對美國留學藝術碩士的相關介紹，希望能
博士學位。在美國設計界 夠助大家一臂之力。美國藝術 碩士花費不菲，但
工 作，MFA 就 是 最 高 學 物有所值，它的就業前景令人十分看好，所以打
位，能夠拿到 MFA 是相 算留學美國藝術碩士的同學們不用擔心值不值
當高的榮譽，不僅能有助 的問題。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1204C
醫療保險
星期一

2017 年 12 月 4 日

簡
Monday, December 4, 2017

A10

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美國留學
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麼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
家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
些材料等內容。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 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文在讀證明。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麼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生，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博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如何開具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
，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單帶到美國院校。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 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 接 本/專 升 本
的 學 生：對 于 專 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 9 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 1.5 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 1.5 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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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海外农产品来华“圈粉”
本报记者

赵鹏飞文/图

意大利奇异果、美国苹果、西班牙桃子、泰国大米……近
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贸易对接会上，来自世
界各国的特色优质农产品云集。展会现场展出面积近 2.7 万平方
米，共设蔬菜、水果、园艺三大展区，近百家海内外企业展示产
品，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西班牙、
波兰、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官员、专家
学者及企业负责人近 500 人参会。

高质量的食品。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将为中国广大农村地
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韩国首尔农水产食品公社社长朴玄
出表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一方
面，众多小规模生产者可以形成团体，集中供货，保证产品质量
和收益；另一方面，批发市场可根据消费者偏好，与生产者做好
信息沟通、生产培训等，更好服务消费者。”朴玄出说。

蔬菜种植用上新技术

检测严格质量有保证

走进展会现场，只见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将展区装扮得五
彩缤纷，果香四溢。“这是我们在欧洲直接采摘、保证新鲜健康的
意大利奇异果。”拿起展台上摆放整齐的新鲜奇异果，一名意大利
经销商向参观者介绍说，“由于产地背靠阿尔卑斯山脉，三面环
海，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意大利奇异果个头饱满、大小均匀，
口感酸甜比例更为独特，食用口味甜美。”
不光农产品，一些企业还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展示。“基于
LED 光照的集装箱式植物工厂，仅用水和光就能高效栽培、生产
蔬菜。”一家日本企业的工作人员介绍，通过配备高效率光照、调
配营养液、定时灌溉以及控制温度、湿度等，该技术可在改装后
的集装箱里实现对植物的生长调控以及标准化生产。目前可栽培
的蔬菜包括生菜、香菜、菠菜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高品质的蔬菜、水果、花
卉的需求不断增加。”荷兰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郝马丁表示，中国
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让食品产量和质量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需求，这和荷兰遇到的问题类似。荷兰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所以
必须依靠创新知识和资本来发展农业。目前荷兰在这方面做得不
错，中荷两国农业合作潜力很大。
本届展会由世界批发市场联合会亚太地区工作组和全国城市
农贸中心联合会主办，旨在展示各国优质农产品、开展国际贸易交
流合作，促进全球农产品互惠共通。

产品质量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如何确保进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过关？“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要经过以下几个环节：首先，两国
间签订政府间议定书，这是基本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一过程短则
两三年，长则十几年；其次，议定书签订后，出口企业要进行注
册，满足一系列标准和程序；再次，产品到达中国口岸后，由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实施检验检疫，保证产品质量。”中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协会会长王新表示。
国务院参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志仁认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消费进口农产品的市场规模越
来越大。同时，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愈加强烈，这就要求外国企业深入研究中国市场，不断
提升产品质量。“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要有新思路、新理念，确保
高标准、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市场需求。”
阿兹米说，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要经过一系列严格流
程，以保证产品质量。但在一些领域也有非正规厂家产品非法流入
中国的现象，今后两国要携手合作，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两国生
产者和消费者利益。
缩短物流时间、提高运输质量也是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智利水
果在中国很受欢迎，比如车厘子、
牛油果、蓝莓等。但中智两国远
隔重洋，距离遥远，推动交通运
输更加快捷、便利很有必要。”
智利驻华大使馆公使卡洛斯·帕
拉表示，经过努力，目前两国间
海运时间已由 30 多天缩短至 14
天；机场建设也在加快，未来有
望开通两国直飞航班。

推销产品外商忙吆喝
“我们去年刚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资格，没想到这次大会第一天
就有了意向合作伙伴。”展会上，波兰贸易公司中国代表处的夏虹
与来自中国内蒙古的一家批发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 从农场到餐

图为基于 LED 光照的集装箱式植物工厂。
桌，我们坚持高标准生产管理模式，主要经营鱼类、渔产品、奶类
等。”夏虹说。
“仅今年‘双 11’期间，马来西亚白咖啡销售额就达到 6 亿元
人民币。”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阿兹米对中马两国农产品
贸易合作前景看好。“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橡胶、凤梨及海鲜在中
国较受欢迎，希望今后能增加鱼类及高价值农产品对华出口。我
们也推出了多项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欢迎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
投资兴业。”他说。
郝马丁认为，农业在国际关系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
在中荷两国的关系上。荷兰可在世界范围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服务和技术。两国可以通过交流知识，引进技术，有效率地生产

事件
新闻

北方供暖逐步“无煤化”
严
11 月 26 日，笔者到访北京市石景山区衙
门口村。今年衙门口村集体装上了用电供暖的
空气源热泵。村民王大哥对此分外满意，在采
访中他一边指着过去供暖的小锅炉，一边兴奋
地对笔者说：“以前冬天我们村大部分家庭是
用小锅炉烧散煤取暖，温度没法控制，忽冷忽
热特别难受。现在好了，政府给我们集体装上
空气源热泵，既环保又省钱。”
过去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农村大多使用煤
炭进行供暖，所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和粉尘颗
粒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为了改善空气质量，
“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改造项目正
在北方全面开展。

在 北 京 ， 700 个 村 “ 煤 改 清 洁 能 源 ” 任
务超额完成，年内将实现城六区和南部平原
地区基本“无煤化”。已完成 1 万多蒸吨燃煤
锅 炉 清 洁 能 源 改 造 、 1.9 万 多 蒸 吨 燃 气 锅 炉
低氮治理，这两项均提前超额完成全年任
务。
据悉，北京市 2017 至 2018 年采暖供热季
全市新增供热面积 3000 万平方米，总供热面
积达到 8.4 亿平方米，今年在全市供暖中使用
清洁能源供热比例可达到 97%以上。
改变的不只是北京，煤炭大省山西 11 个
城市中有 8 个都划定了禁煤区，严控煤炭使用
的同时，加速推进电和天然气取暖替代；在河
南，中原油田因地制宜，将 40 多度的采油污

许泽然

水进行油水分离后，给居民小区供暖；在山
东，淄博供电部门开始在居民小区推广地源热
泵，将地下土壤的温度提取出来参与取暖，1
度电可以实现 4 度电的效能。

清洁能源效果初显
清洁能源，即绿色能源，是指不排放污染
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它包括核
能和“可再生能源”。
今年 3 月，华能北京热电厂最后一座大型
燃煤机组停机，标志着北京本地发电进入无煤
时代。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大力实施“煤改
电”、“煤改气”工程，天然气用气量增长迅
猛，2016 年全年，用气量已达 160 亿立方米，
其中 60%以上用于供暖。
过去，天津近 1/4 的 PM2.5 来自燃煤，防
控燃煤污染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中之重。为
此，天津升级改造高压电网，大力推进“煤改
电”工程，用清洁采暖电能替代燃煤。
有力的整治和清洁能源的大力推广让空气
治理效果初显。环保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城市今年 1 月至 2 月 PM2.5 平均
浓度同比上升 23.5%的不利局面已得到全面扭
转，3 月至 11 月 15 日同比下降 9.8%；北京市
PM2.5 浓 度 连 续 7 个 月 低 于 60 微 克/立 方 米 ，
达到近年来较好水平。

“无煤化”目标可期
近日，京津冀三地联合印发实施 《京津冀

郭超凯

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
明确了下一步压减燃煤目标。在散煤治理方
面，三地将加强煤炭使用引导，严格执行商品
煤质量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煤炭提质加工
技术。
到 2020 年 ， 北 京 市 平 原 地 区 将 基 本 实
现 “ 无 煤 化 ”； 天 津 市 除 山 区 使 用 无 烟 型 煤
外，其他地区取暖散煤基本清零；河北省
平原农村地区取暖散煤基本清零，山坝等
边 远 地 区 农 村 取 暖 用 煤 总 量 控 制 在 800 万 吨

以内。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不完全统计，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8 个城市，已有超过 400 万户居民通
过各种方式，实现了清洁取暖。
与此同时，国家十部委共同编制的 《北
方 地 区 冬 季 清 洁 取 暖 规 划》 即 将 出 台 ， 今
后 5 年，将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各方资金参与
清洁取暖建设，逐步构建完整的清洁取暖
产 业 体 系 ，“ 无 煤 化 ” 的 目 标 正 在 逐 步 成 为
现实。

十一月十五日，河南省濮阳市某小
区供热管理人员在巡检地热供暖设备情
况。
仝 江摄 （人民视觉）

北京清洁供暖比例高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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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CTV （超強寶貝
超強寶貝）
）少兒春晚
美國賽區選拔賽 直通
直通2018
2018年
年 2 月央視少兒春晚
【本報訊】由中央電視台、美國亞太領袖基金會主辦，美南
國際電視台（快樂童年）節目承辦的 2018 CCTV 少兒春晚選拔賽
，將給少年兒童直通春晚的舞台！
《超強寶貝》少兒春晚將以“少年強•中國強”為主題，在
“少年志則國志，少年強則國強”的感召下，揚夢想之風帆，播
夢想之希望，通過少兒春晚和諧、喜氣、歡樂的璀璨舞台，圓孩
子的藝術夢、愛國夢、強國夢。
選拔要求：
1、節目圍繞“少年強•中國強”為主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
化；
2、 節目內容健康陽光，積極向上，充分展現當代少年兒童正能
量；
3、節目形式創意新穎，提倡自編自創具有時代特點、當地特色
的節目；
4、 節目類型分為聲樂、器樂、舞蹈、武術、其他；
5、節目編排要充分考慮場地、服裝、道具、色彩搭配及音樂效
果；
6、 單個節目時間不超過 5 分鐘；
7、服裝、道具及樂器等自備（除鋼琴以外），參演節目以集體
或個人節目為主。
活動特色：
孩子做主角
在孩子世界，減少競技的觀念，讓他們充分享受這個展示平
台。通過孩子本身最純真的表現，將其精心策劃包裝登上少兒春
晚舞台。
原創節目多
原創新穎節目將作為重點節目出現，本次少兒春晚將在地方
選送節目的基礎上，由央視導演團隊創作屬於孩子們的創意節目
。
全球同直播

大用戶量門戶網站全球網絡直播，藝拍兒紅線上互動投票。
陣容強大的專家委員會
呂坤：
旅美著名歌唱家，美國大型活動總策劃、總導演、美國亞太
卓越領袖基金會會長，《超強寶貝》海外市場部運營總監。
李昌林：
美國著名電視主持人、制作人、大型活動策劃人，全美中華
文化促進會秘書長，紐約國際青藝節主席。
劉瀚博：
紐約青年鋼琴家， 畢業於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鋼琴系。世界
著名鋼琴大師 Yoheved Kaplinsky 在 2016 年紐約 GCTV 的專訪中
評價說“他的鋼琴演奏水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舞台表演”。
Maksim Belozerov：
美國著名舞蹈家。曾為多場世界級舞蹈比賽擔任評審，美國
ABC 電視台《與星共舞》等電視欄目編舞指導。
唐元元：
青年演員，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台詞課老師。曾參演多部影
視作品，電影《老炮》李易峰台詞指導。
夢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夢想是燈，照亮前行的路；
今天的拼搏，明天的希望，
少年強，中國強！
超強寶貝棒棒噠！
2018《超強寶貝》少兒春晚期待你的到來！
大休斯頓地區選拔時間是 12 月 16、17 號。地點：美南新聞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才藝分類：聲樂、器
樂、舞蹈、武術，其他。參賽年齡：3--15 歲！節目限時 3 分鐘
！報名費：單人$80，2-3 人$40/位，4 人及以上$30/位。
另外，本次活動誠徵贊助商，希望有眼光的贊助商家贊助本
次活動，連繫電話與諮詢電話：832-908-8064 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