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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外國購買
者在美國購房花費占到了全美購
房總額的10%，同比去年上升2%。
在這些房屋交易中，來自中國的買
家（含港澳臺地區）連續三年超過
加拿大，成為美國購房第一大國外
群體。2014年之前，加拿大買家還
超過中國3%，但2015年之後，卻被
中國反超。

决定海外房產房價一個很重
要的决定因素是外匯。據NAR數據

，去年美元的升值使得美國房價兌
換中國人民幣上升了10%。這讓中
國投資者更願意持有美國房產美國房產，，達
到保值升值的目的。

中國買家在美國購
房的總金額達到317億美
元，創歷年新高，比去年
上升 18.6%，也占到所有
外國買家交易的20.7%，
遠遠領先排名第二至第
五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
買家超過一半是美國當地居
民（新移民、留學生、工作簽
證持有人等），非居民的購買
者（可以理解為純投資或度
假）從2015年以來逐漸減少。

這些變化或許跟2015年
8月中國外匯監管機構出臺
的一系列外匯管制政策有關
。國人的錢匯出有難度，但非
居民買房的比例依然較高。
報告出現了兩個重要趨勢
a. 2017年，有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
加入美國房產投資大軍。
b. 2017年，外匯管制措施加碼，匯
款至境外難度增大，但中國買家在

美國購房熱情不減，連續三年蟬聯
第一。
來源來源：：美國房產網美國房產網

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 投資美國房產要 投資美國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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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美國房產交易平臺上面可以看到，大部分
的房源都是一些二手房的信息。一般的情況下，從投
資回報率的角度分析，美國二手房投資一定比新房投
資回報高。

1.投入的時間成本不同
從時間成本上分析，選擇投資新房可能更為簡單

省事，而二手房往往需要投資者充分瞭解市場並和賣
家討價還價。但是二手房在交易後很快就可以居住或
者出租，新房在交完定金後則需要等待項目的完工才
可以入住。

2.議價空間不同
新房是沒有議價空間的，只能夠在固定的價格上

選擇不同的裝修和內飾風格。但是房88除了返還客戶
高達1.5%的購房款外，還曾經幫助客戶爭取到了$10,
000美元的裝修減免費用。但是，房屋的基本價格是不
能夠改變的。

在美國購買二手房是有一定的議價空間的，因為
每個房子所在的地區、周邊資源、新舊程度等都是不
一定的，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原因和賣家討價還價。

3.房產稅不同
新房和二手房的房產稅率在同一地區都是一樣

的，但是由于房產稅最後繳納的金額是房產稅乘以房
價計算出來的，所以在相同條件下二手房的房產稅繳
納金額會比同類型的新房低一些。

4.占地面積不同
市面上大多的新建房屋都是康鬥或者公寓，這些

房屋房主所擁有的土地產權面積一般非常小。並且根
據房88的最新報告分析，隨著房價的上漲，同樣購房
款能夠買到的房子已經越來越小。同樣的價格，二手
房能夠買到的房屋土地面積明顯大于新房，但是低于
往年的同期水平。(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17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二手房投資好美國二手房投資好
還是新房投資好還是新房投資好

美國一套房子多少錢美國一套房子多少錢

美國的房價大體上跟國內的格局是差不
多的。那麼美國一套房子多少錢呢？其實美國
也是城市越大經濟越好的地方房價越貴，同城
市地段靠中心的地方價格越貴。市區比郊區貴
，郊區比遠郊貴，遠郊比偏僻農村價格貴。美國
人少地多，人均有效占地面積高于中國，房子
分布廣，在郊區還有農村也有不少房源，並且
大多都是二層左右的房子。

但是有很多的中國人會誤解認為在美國
買房，養房的成本會非常之高，原因是他們在
報刊或雜志上接收到的各種不同信息，以訛傳
訛讓大眾認為美國的房子買得起養不起，其實
不然，只要你買得起，就同樣會養得起。

嚴格說來，在美國買房，真正的持有成本
只有房產稅。

房產稅在美國各個州各個地區都不同，一

般在1%-3%之間，加州是 1%-2%。新開發的
房產項目，地產稅會高一些。以加州現在的房
屋平均中間價約三十萬美金，它每年的房產稅
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間。

在美國買房，在貸款時計算你是否能夠負
擔這個房子，他們會把房屋的地產稅以及社區
費用都先計算在內。一般的概念，你的房屋上
的開銷包括貸款，水電費、社區費等等加在一
起，不應超過你薪水的三分之一，在房價最高
時也不應該超過二分之一。如果你的薪水是每
月6000美元，那你付房屋的貸款和地產稅合
起來應該在2000-2500美元之間是比較合理
的。如此你擁有房屋就不會像房奴，你可以合
理安排收入支出，輕鬆支付其它生活上的需要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二手房均價是根據不同的區域來進行
劃分的。例如說選擇進入到紐約(房市)境內進行
購買房產，二手房的交易基本價格達到了800,
000美元左右，但是如果選擇進入到華盛頓之中
進行購買房產，房產進行交易的平均價格則是
達到了200,000至300,000美元。

因此從這裏則是可以看到的是，當前影響
美國購買房產時所需要耗費資金的原因，在于
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力，而不是該地區的政治

地位。除此之外，不同地區之
間居民對于房產的需求量關
係，也將影響二手房進行交
易的價格。同時影響的因素
也是相對較大的。

因為二手房數量處于在
一定的範圍之內，因此如果
具備越多的消費人群進入到
美國的二手房市場之中進行
購買房產，將會導致二手房
能夠進行交易的數量大幅度
的縮減，進而則將導致剩餘
的房產處于一種被競爭的狀
態，房產進行銷售的價格將
會有所上升體現。

而根據最近幾年美國境
內房產交易價格的波動狀況

則是可以看到的是，整體上二手房的交易價格
呈現出的上升的形式體現，居民選擇進入到美
國境內購買二手房所需要耗費的資金正在持續
的上升，但是這相應的體現出了購買二手房之
後居民所面臨的風險相對有所降低，因為當前
在美國境內購買的二手房價格的上升帶來房產
增值利益。所以說美國二手房房價上升也有好
處。(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二手房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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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子實屬不易，租
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些事
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的哪些參數，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1 .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金山，房

東就會把客廳單獨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但“招廳長”這種
合租形式在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
人，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有可
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合租都偏向于找房間帶單獨洗
手間的戶型，這樣互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音，畢竟大多數
墻都是木夾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
到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就不會存在
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裏的高層公寓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多，住在高一點

的樓層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是如果不
想等電梯可以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擇合適的朝向，
想避免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和溫暖，臥
室朝南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最西邊
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應該考慮選一
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
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鬆不少，所以最

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

怕吵，可以考慮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
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也不要選擇
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有
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
超市的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子的建築年代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定性因素，
很多老房子在房東或公寓管理人員的
精心維護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時候要注
意了。便宜當然是好事，但一定要看清
楚房子內部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含Utili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采暖費、垃圾

和廢水處理費、安保費、網絡和有線電
視費等。有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裏，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的會讓
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或者自己設

置繳費賬號、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
安保費。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
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采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

晚上很涼快，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空
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每個房間有暖風
出口。如果房租包含采暖費(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
空調還是會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道。
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挂爐。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
最普遍的采暖方式。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朋友，冬天不要為了省
錢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一個洗衣房，投

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
力。不過如果非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到每戶自帶洗
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意房東提出的一

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
吸煙等。此外，公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
更貴一點的帶傢俱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只有適合自己的
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
再選擇恐懼症爆發了。

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定金，房子就租給誰
，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
，晚一天下定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百
刀!(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80217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美國租房在美國租房，，都需要注意什麼問題都需要注意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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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80220A簡 房地產現況

基本上國內買房有個共識，婚前買房，加上
自己的名字，房子就算自己的；至于婚後，寫不
寫都是自己的。但是在美國買房，如果你還按這
套標準，有可能最後連哭都沒地兒哭去。

在美國，夫妻買房怎樣保證彼此的權益？加
不加孩子的名字？會不會有遺產稅的問題？以加
州為例，房產的產權持有方式有8種之多！到底
哪種產權方式擁有房產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今天這篇全部告訴你！

個人獨立持有Sole Ownership
房產寫在個人名下，房產的所有權屬于個

人所有。如果是已婚，夫妻另一方必須簽署權益
書或者其他書面文件，聲明同意放弃與該房產
產權權利相關的一切利益，房屋的持有權歸另
一方所有。這個文件一定要事先同自己另一伴
商量清楚，不然會非常傷害夫妻感情！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房子屬一人所有，買賣、
租賃或抵押等一個人說了算！不好的地方是房
子以後面臨繼承時，會涉及到遺產稅跟贈與稅
的問題！而且如果房產持有人面臨財產糾紛等
其他債務問題時，房子會受牽連！

夫妻共有財
產 Commu-
nity Property

夫妻婚後
雙方共同購買
或一方購買的

財產，除非有特別聲明，否則均為夫妻共有財產
，夫妻各自擁有支配一半財產的權利。如果婚後
一方得到了受贈或繼承，則該房產產權並不是
夫妻共有財產權。加州是美國少數實行夫妻共
有財產制的一個州。

這種方式裏房子屬夫妻共同財產，一方想
處置房產必須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否則無效。任
何一方都可以針對自己的一半產權自立遺囑；
如果沒有遺囑，一方去世則由另一半取得產權；

夫妻如有欠債時，此房地產有可能被拍賣
用來償還任何一方或雙方所欠下的債務；當夫
妻有一方去世時，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地產全部
成本由原購買時的成本提升到該配偶去世時的
市價，可以省下房地產因歷經多年增值所產生
的一大筆增值稅。

夫妻共有財產制未亡人權益Commu-
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
ship

這項規定是加州2000年通過，並于2001年
開始執行的新規定。這項產權持有方式最大的
特點是強調了未亡人的權益優先。夫妻雙方一
方過世後，房產可立即置于其配偶名下，雙方共

同擁有產權登
記的房地產無
須受到遺囑的
支配影響，與夫
妻共有財產權
(Community
Property )相比
，保護配偶的權
益更徹底！

聯 合 共 有
Joint Ten-
ancy

兩人或兩
人以上共同持
有同一套房產，
且每一位持有
人的產權份額

是均等分配的。
這種方式最大的特點是強調了生還者的繼

承權。若其中一名聯合持有人亡故，則其持有的
房地產份額自動平均分配到其他共有者名下，
而且聯合共有產權登記的房地產無須受到持有
人遺囑的支配。

這種持有方式如果是幾個朋友合夥投資就
需要注意了。在這種方式下，如果不幸亡故，持
有人的房產自動被平分到合夥人身上，家人得
不到任何權益，即使有遺囑也不行。

但如果是親近的家人或者夫妻之間，可以
考慮采用這種方式。好處就是其中一方持有人
過世後，產權可以自動轉移給其他的聯合持有
人，避免繁瑣的法律繼承和繳納遺產稅。

另外，如果是夫妻聯合共有產權，一方過世
後，只有去世的一方的那一半的購買成本可以
提升到過世時的市價，而不是房產的全部成本。

普通共有Tenancy in Common
兩人或兩人以上共同持有同一套房產，持

有者根據需求等分或按約定比例持有產權。
與聯合共有(Joint Tenancy )不同，這種方

式沒有生還者的繼承權，也就是說持有人可自
行處置自己產權份額的權益，可以設立遺囑，將
自己部分的產權繼承給他人。如果沒有指明特
別的比例，則產權由所有持有人平均分配。

這種方式下，持有人的權益在亡故後可遵
從遺囑進行指定繼承，無需擔心自己的產權權
益拱手讓出。比較適合非夫妻間的合夥人共同
投資使用。

信托Trust
在加州地產的產權可以以信托的形式來實

現。信托機構持有房地產法律上及產業等值上
的產權，而受托人則代理托付人及受益人的利
益對房產進行控制和管理，托付人及
受益人仍保留房地產的產權及責任。

采用信托(Trust)擁有的方式是將
個人或公司隱藏在信托管理人的背後
，受托人(Trustee)則代理托付人(Trus-
tor)及受益人(Beneficiary)的利益對房
產進行控制和管理，托付人及受益人
仍保留房地產的產權以及責任。目前
許多夫妻或公司為了遺產問題將產業
交付信托處理。

很多人現在美國買房，都想把子
女的名字加上，希望借此可以規避部
分稅費，但把小孩名字加到房產裏並
不能起到很好的規避稅費的效果，反

而會弄巧成拙。
把子女名字加在房屋產權內，是一種贈與，

贈與就要有贈與稅。當大家將產權贈出時，是按
當時購買房屋的的成本價轉給子女，通常父母
以前所購買的產業，其成本價格都較低。

因此，當其子女將來賣出物業時，可能需要
付出龐大的資金增值稅，如果是出租產業而不
是主要的居所，則全部的資金增值都要付稅。

但如果父母繼續擁有產權，將來通過遺產
方式把物業交給子女繼承，子女所持有的物業
成本價格，就不是父母昔日購買時的成本價，而
是出售時的市值；將來他們出售這些物業時，就
可以避免或減低資金增值稅。

所以具體怎麼持有產權合理，能夠使自己
的權益最大化，還需要找專業的會計師給自己
建議！
文章來源：美房吧

夫妻在美國買房夫妻在美國買房
房產證應該寫誰的名字房產證應該寫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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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火爆的房地產美國最火爆的房地產
市場是哪裏市場是哪裏？？

I/房地產專日/180220B簡 房地產現況

美國房地產市場恢復了上漲的勢頭。據商業內幕
報道，Zillow的數據顯示，在火爆的房地產市場下，全國
近半數的房價都高過2007年4月。

Zillow最新的住房報告顯示，一些房地產市場非常
火熱，房價和租金價格快速上漲，人口增加，失業率低，
收入增長穩定，就業機會強勁。

以下是2018年美國十大最熱門的房地產市場，以
及它們的房價中位數、房租中位數、家庭收入中位數以
及房地產市場預期的同比增長情况。
10. 得克薩斯州達拉斯（Dallas，Texas）
家庭收入中位數：$63，812
房價中值：$218，300
月租金中位數：$1，621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4.7%
9. 俄勒岡州波特蘭（Portland，Oregon）
家庭收入中位數：$68，676
房價中值：$370，700
月租金中位數：$1，902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7%
8.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Tennessee）
家庭收入中位數：$60，030
房價中值：$228，900
月租金中位數：$1，498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8%
7. 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Colorado）
家庭收入中位數：$71，926
房價中值：$376，500
月租金中位數：$2，056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
6. 得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Texas）

家庭收入中位數：$71，000
房價中值：$277，600
月租金中位數：$1，713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3%
5. 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家庭收入中位數：$96，677
房價中值：$893，100
月租金中位數：$3，413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8%
4. 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Charlotte，North Carolina）
家庭收入中位數：$59，979
房價中值：$181，600
月租金中位數：$1，300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4%
3. 華盛頓州西雅圖（Seattle，Washington）
家庭收入中位數：$78，612
房價中值：$463，800
月租金中位數：$2，243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5.4%
2. 北卡羅來納州羅利（Raleigh，North Carolina）
家庭收入中位數：$71，685
房價中值：$233，900
月租金中位數：$1，441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3.7%
1. 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San Jose，California）
家庭收入中位數：$110，040
房價中值：$1，128，300
月租金中位數：$3，514
房地產市場預計增長：8.9%
來源：僑報網

圖說：美國房地產市場
恢復了上漲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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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
五大方面，即社會安全金、私人公司的 401K 退
休儲蓄、金融房地產等收入、退休金、工作收入。

社會安全退休金
美國的社會安全金體系是全世界最大的。

美國90%以上的工薪族在退休後都可以領到社
安金，對美國降低貧困率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按照法律規定，每一個工作的人，只要工作到一
定年限，退休後每個月都可以從聯邦政府領取
到社會安全金（養老金）。美國的社安金是大衆
式的養老金，因涉及面廣，也成為民眾最基本的
養老資金來源。根據統計，美國65歲以上的工薪
族90%可以在退休後拿到社安金這種養老金，約
占美國老年人退休後總收入的40%。美國人退休
後每月最低的養老金（社安金）沒有底綫，一般
在800美元左右，這主要看一個工作時收入是多
少，但有最高金額的限制，按照2013年的標準，
退休人員從聯邦政府領取的養老金最高金額為
2533美元。

一、社會安全稅
政府規定，凡有工作或生意收入者，都要繳

納社會安全稅，簡稱 FICA，分為退休金稅和醫
療保險稅。前者，占收入的6.2%，但每年有上限，
今年為6,045元，即收入中只有97,500元需要付
退休金稅；後者，為收入的1.45%，沒有上限。這
些稅款在W-2表格上都清楚列明。每年在您生
日前大約兩個月，您會收到社安局寄給您的報
表，上面列出您每年要付社安稅的收入，並已經
獲得的工作點數。

受雇者自付的這7.65%只是社安稅的一半，
雇主要為您付另外一半，即兩項稅共為收入之

15.3%；自
雇者(SEL-
FEM-
PLOYED)
則 需 全 部
自付，即要
為 淨 收 入
繳納15.3%
的稅金，稱
為「自雇稅

(Self-EmploymentTax)」，自
雇稅之上限與受雇者相同
。

二、工作點數
付了社會安全稅，便

可以取得點數，只要$1160
元(2013)收入便可取得一
個點數，每年最多只能獲
四個點數，所以年收入只
需四千元，便可取足四個
點數。四個點數沒有限制
每季一點，故即使只在一

個月工作，只要收入夠，便可一口氣取得全年之
四個點數。

一般退休福利，要求納稅人有四十個點數
才具享受資格，故需工作十年，但也有例外。第
一種例外的情況，是納稅人配偶，即使從未工作
，將來也可取得納稅人退休金的一半（這一半退
休金是額外的，並不影響納稅人本身退休金之
金額）；離了婚的前配偶，假如婚姻達十年或以
上，只要沒再婚，亦有資格得到前配偶退休金之
一半。

另外兩種特別情況，不足四十個點數也可
取得退休福利：一是納稅人不幸去世，即使未够
四十個點數，配偶和子女都可取得福利；二是納
稅人因身體殘障無法工作，可能符合領取「殘障
福利」資格。

三、退休金金額
退休金的金額，主要看工作年期之長短，和

繳納稅金之多寡而定。政府會以您收入最高的
三十五年，來計算可得的退休金。

怎樣可以預估將來可得多少退休金？每年，
在您生日的前兩個月，政府會寄上一份年報，列
出過去每年的收入和將來退休金的估計金額。
假如去年收入未列在年報上，也沒有問題，因為
收入通常要超過一年後才列于年報。此外，假如
未取得四十個點數，亦不會有退休金估計金額。

另外一個估計退休金的方法，就是直接進
入社安局的網址：www.ssa.gov然後點按“選擇退
休金計算器”(CHOOSEABENEFITCALCULA-
TOR)部份，便會見到有三種方法可以估計將來
社安退休金金額。

第一種估計方法最簡單，只要放入個人的
年齡及今年的總收入，社安局便會估計您以前
及以後的收入，來估計將來可以獲得多少退休
金；但該方法只屬粗略的估計。

第二種估計方法，是將個人過去收入等數
據輸入網上，然後網上馬上為您估計將來的收
入，再估計將來可獲得的退休金的金額。這個方
法與您每年領取的報表上計算方法相同。

第三種最為準確的方法，是從網上下載一
個軟件來作出計算。

除了等政府寄上年報，亦可到社會安全局

網址查詢，只要將自己資料輸入即可，也可以向
社安局要求提供一份 SSA7004 表格，或上網下
載該表格。

四、退休年齡
領取退休金最早的年齡是62歲，但提前領

取會令金額終生打折扣，比率視與“完全退休年
齡”(FullRetirementAge)之距離而定。所謂"完全
退休年齡"，以前是65歲，現在已經提高，五十以
上至六十一歲的讀者，要66歲才可避免折扣；四
十多歲的讀者，要到67才可「完全退休」。

提前領取退休金，還要考慮一點，即在“完
全退休年齡”之前繼續工作，其收入可能影響退
休金金額。假如工作收入超過15,120元，超出部
分每2元將少退休金1元。

已經工作了十年或以上的朋友，到了62歲
便有資格取得社會安全退休金，但金額將會終
生减少大約25%。到底是否應該提早領取社安退
休金呢？

個人經濟上的需要，當然是第一個考慮的
因素。其次，應該考慮壽數，因為壽命越長，提早
領取退休金便越不利，可是沒有人能預測自己
的壽數，只有從個人的健康情況，甚至家族的壽
數資料中作估計。第三個考慮因素，是在達到

“完全退休年齡”(通常是66 歲左右)前，是否會
繼續工作。在這個年齡之前，假如工作收入超過
$13,560，便開始對社安退休金金額有影響，每超
過這限額$2，便減少退休金$1。達到“完全退休
年齡”後，便不存在這一問題。

有一條鮮為人知道的條例，是假如提前領
取社安退休金，但到了“完全退休年齡”時後悔，
只要在12個月內將過去提前領取的退休金退還
政府，便可領取正常的退休金金額，要退還的金
額不包括任何利息或罰金。所以有些朋友認為，
應該提取領取退休金，然後將金額作投資，將來
將本金退還政府。但這樣做是否有利，除了要看
投資的成績外，還要看是否超過上述收入限額。

五、外國人與社安稅
在美國生活的人，不論打工或做生意，大部

份人要繳交社會安全稅，即 FICA 或 Self-em-
ploymentTax。做工者，雇主及雇員每人要付出一
半社安稅，自雇者則全數自付。

這項稅務是為大家將來退休福利作儲蓄，
但一些持有非移民簽證，而在美國做事者，他們
將來並非在美國退休，這種情況中，他們是否需
要交社安稅呢？若已繳交，他們將來離開美國前
，能否取回有關利益？

根據美國稅例第3101及3111條文中，規定
在美國工作者，都要付 FICA 或 Self-employ-
mentTax，但有數類臨時簽證，是清楚說明無須
繳交FICA稅項；當中包括持有F1及M1簽證的
留學生，交換學者的J1簽證及文化交流Q1簽證
者。除上述數項臨時簽證外，其他持有H1、L1或
TN等類別簽證工作者，都必須繳交FICA，將來

亦無法取回有關福利。
稅例上也提及一些外籍人

士，被外國公司派到美國工作，
而他們要在外國繼續繳付類似
FICA的稅項，他們就可以提出
證明，來獲得豁免FICA稅；但目前只有十八個
與美國有協議的國家居民，才可以使用此稅例，
其中包括英國、加拿大；但中國地區則無此協議
。

六、留學生做工免扣社安稅
有些持有留學生簽證（F-1VISA）的讀者，

雖然平時不能工作，但亦有可能在一些特別情
形下做工，例如在畢業後的實習(PRACTICAL-
TRAINING)期間，將會收到薪金。

這些持學生簽證的朋友，雇主雖然照常要
預先扣起聯邦和州收入稅，但他們不必付社會
安全稅(FICA)，也不必付MEDICARE和失業保
險稅(FUTA)。由于雇主通常都不是那麼熟悉有
關留學生的稅例。有些公司有聘請持有 H-1B
簽證的員工，雖然這些員工都沒有永久居民資
格，但他們的稅務與一般美國納稅人相同，雇主
可能以為持有F-1簽證的也是一樣，所以您應
該主動提醒雇主。

假如雇主為留學生扣起了不應該扣的稅，
怎樣才可以取回呢？雇主或雇員都可以填國稅
局第843號表格，連同簽證文件證明，與及例如
W-2之類的文件，證明被扣起FICA和FUTA稅
，然後寄入國稅局，便可以取回稅款。

以上免扣FICA和FUTA稅的條例，除了適
合持 F-1 簽證的留學生外，也適用于持 J-1，
M-1或Q-1簽證者。

七、居住海外與社安退休金
退休之後假如決定遷居到國外，例如搬到

香港或中國定居，假定已經擁有起碼四十季度
點數，是否可以繼續在國外領取社會安全退休
金呢？

假如您是美國公民，只要不是定居在古巴
或北韓，即使長期在海外居住，都可以要求政府
，按月將退休金寄到國外的地址；如果銀行賬戶
設在香港或日本，政府更可以將退休金，以自動
轉帳方式送到戶口內，但設在其他亞洲國家的
銀行賬戶則不能自動轉帳。

假如您不是美國公民，便有可能無法在海
外取得社安退休金。這個條例有一些例外的情
況。有一些國家的公民，長期居住在海外也可以
領取社安退休金，但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公民
不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公民
即使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也在美國工作十
年以上，離開美國超過六個月社安退休金便會
停止。其實只要您連續離開美國國境30天，便已
經算是離開美國了，將來回到美國後要連續居
住起碼30天才算回到美國。(未完待續)

在美國生活瞭解你的退休收入在美國生活瞭解你的退休收入
(上)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102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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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k制度
一、401k計劃的來源

大家知道一般美國人都不願意存錢，寅吃
卯糧，年輕時還好，退休時沒錢養老會造成很大
的社會問題。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建立
了強制性的社會保障制度（Socialsecurity),以求
解決美國人老有所養的問題，在這之後，又于20
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401k計劃，作為社安金的
輔助，不是全民福利計劃。

401k計劃是一種由雇員、雇主共同繳費建
立起來的完全基金式的養老保險制度，1979年
得到法律認可，1981年又追加了實施規則，20世
紀90年代迅速發展，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保
障體系，成為美國諸多雇主首選的社會保障計
劃。401k計劃適用于私人盈利性公司。

二、401k的運作機制
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每

月從其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養老金
賬戶，而企業一般也按一定的比例（不能超過員
工存入的數額）往這一賬戶存入相應資金。與此
同時，企業向員工提供3到4種不同的證券組合
投資計劃。員工可任選一種進行投資。員工退休
時，可以選擇一次性領取、分期領取和轉為存款
等方式使用。

三、401k計劃的資金投入
401退休計劃現已成為美國私人公司最主

要的員工退休計劃，員工如果離開公司，這筆錢
歸員工個人所有。如果員工在一家公司工作到
退休，他工作期間所積累下的這些錢就是他的
退休金，到59歲半就可以從退休賬戶領取這筆
錢。由于稅務上的原因，這種退休金人們一般不
會一次全部領出來，而是逐年領取以避免交稅。
雇主和雇員投入到401k退休賬戶所有錢都不需
要報稅，只有雇員在規定年齡領取時才算收入
需要申報個人所得稅。私人企業工作的員工退
休後，企業將不再承擔其退休金的支出，這樣可
以有效減少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

企業如果為雇員提供401k退休計劃，雇員
是自動加入這一計劃，但雇員也可以選擇不加
入。雇主和雇員每個月按照規定比例將資金投
放到退休賬戶上，這些投資當年不必繳納個人
所得稅。雇員在59歲半時可以開始從退休賬戶
上提取退休金，按照每年的收入狀況來繳納個
人所得稅。

在每個月投入多少資金上，401k退休計劃
對私營企業的雇員而言具有彈性。雇員可依據
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每月將收入的一定比例
放到計劃中。月收入5000美元的人，如果在退休
計劃中投入10%，就是500美元，一年投入到退
休計劃中的資金可達6000美元。但個人每年投
入 401k 退休計劃中的錢，國稅局是有上限的，
2010年的上限是16500美元。如果一個人的年齡
達到 50 歲，401k 退休計劃每年還可以再增加

5500美元，這樣投入退休計劃中的資金每年可
為22000美元。因為投入退休計劃中的資金享受
延遲付稅的優惠，對于收入較高的人而言，把錢
投入到退休賬戶上也是一種避稅的方式。

通常情況下，雇主投入到雇員401k退休計
劃中的資金為雇員年收入的3%。但有的私人企
業效益好，也願意為雇員提供更好的福利，這些
企業是否可以無限制在雇員的退休計劃中投入
資金呢？答案是否定的。國稅局規定雇主在雇員
401k退休計劃投入資金的上限是雇員年收入的
6%，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政府的稅收不
至于流失太多。

上面談的是按照稅前收入雇主和雇員每年
投入到401k退休計劃中的資金額度，如果雇員
經濟充裕，不為日常家庭生活所困，想要多投錢
到401k退休計劃可不可以呢？當然可以，但超過
限額的投入是要交稅的。而交了稅也不是想放
多少錢就放多少錢，這裏也有限額。一個人每年
投入到 401k 退休計劃中資金的最高額度是
49000美元。

401k 是 IRA 的衍生物。與 IRA（Individual-
RetirementAccount，或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最大
區別是，401k對于個人收入沒有苛刻的准入限
制，于是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

四、401k投資注意事項
在美國，只要上班，公司都有 401K 退休投

資計劃，即使你不炒股票不投資房產，因為這個
投資機會的低風險性質，更主要的是因為它延
稅（投進去的錢是工資裏的稅前收入，一天不動
用就一天不用上個人所得稅）和大部分公司的
對等投資計劃。大部分公司的對等投資計劃要
求員工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或滿足了一些特定
條件後，只要員工向 401K 投進一分錢，公司就
要按照一定百分比也向員工的401K賬戶投錢。
公司的這部分投入是員工工資之外的。不過這
個401K賬戶並不是簡單放錢進去就行了，你一
定要去本公司的 401K 基金管理公司的網站閱
讀他們提供的不同基金、股票投資組合選項，多
的能有好幾十個，自己選擇，不同選擇收益差別
有時候會非常大。

常見個人退休金的區別
除了401K，美國常見的退休儲蓄計劃還有

IRA 和 RothIRA。IRA 是“個人退休賬戶”的簡
稱，它們與401K的性質區別在于這二者都非雇
主代理，需要由個人主動開設賬戶，雇主不負責
找代理公司代為管理。換句話說，401K賬戶是跟
著你跳槽來回跳的（每個雇主選擇的管理公司
可能不同，對等投資政策也不大相同），但IRA
類賬戶是你自己開設的，你換多少家公司，這個
賬戶也不變。

除了性質上的區別，三者在操作上也有很
多重要差別。
1.401K存儲的是稅前收入，一定年齡（59歲半）

之後可以取出，取出時要對總數，包括這些年的
利息紅利附加增值，上繳個人所得稅；
2.傳統IRA賬戶，個人可以選擇存儲稅前或稅後
收入。如果存的是稅前收入，那一定年齡後（70
歲半）取出的時候也要對總額上繳個人所得稅。
即使存的是稅後收入，多年的附加增值在取出
的時候也還要上繳個人所得稅。401K與IRA的
最大差异主要在性質與時限上：401K有公司對
等投資，IRA 完全是個人行為，與雇主無關；
401K取得早，IRA限制更嚴格，“古來稀”了才能
動用。
3.RothIRA 屬於個人退休賬戶的一種，與傳統
IRA的區別在于它只接受稅後儲蓄，多年（59歲
半）後取出投資的時候就不用再交稅了，包括這
些年內“以錢生錢”所增加的一切利息、紅利等
附加值。
總結：傳統IRA是稅前的錢，也就是說投入傳統
IRA的錢可以抵稅，而ROTHIRA是稅後的錢，
不可以抵當年的所得稅；傳統IRA取出來時要
交稅，而ROTHIRA拿出來時不用交所得稅；傳
統IRA當你年齡達到70歲半時必須開始往外拿
錢 ， 所 謂 requiredminimumdistribution, 而
ROTHIRA 則沒有這一要求;傳統 IRA 在 59 歲
半以前一般不可以拿出來，而 ROTHIRA 的
gain在5年以後可以取出來。

這三種最常見的退休儲蓄計劃各有長處，
也各有缺點，而且政府規定每人每年能夠存入
這些具有延稅或减稅功能賬戶的額度都不太一
樣。選擇哪個，要根據每人不同的收入水平，退
休計劃和對風險的不同承受度來進行。

那末傳統 IRA、ROTHIRA，哪個更好呢？
如果你參加了公司的401K,你收入在$50,000(個
人報稅)或$75,000(聯合報稅)以上，但不到$95,
000（個人報稅）或$150,000（聯合報稅），你沒有
選擇，只能作RothIRA.如果你可以選擇，是作傳
統IRA還是RothIRA則要考慮你現在的稅率高
還是退休後的稅率高。基本來說，如果你認為現
在的稅率會高于退休後的稅率，則因選傳統
IRA，你今天稅率25％，如果退休後只有20％甚
至15％，傳統IRA幫你抵了25％的稅。如果反過
來退休後稅率更高，則因考慮RothIRA。對大部
分人來講，退休後不工作稅率肯定低于今天，傳
統IRA可以幫他們省了較高的稅率，這是其一；
其二，即使你退休後的稅率與今天相等，也依然
是傳統IRA更合算。同樣是25％、$10,000的稅，
今天的$10,000是實實在在的$10,000，而20年以
後的$10,000由于通貨膨脹可能只相當于今天的
$5,000.

大公司和政府的退休計劃 PENSION-
PLAN

政府工作一直給人的感覺就是鐵飯碗，工
作輕鬆，退休金高，他們是怎麼操作的呢？和大
公司有何區別呢？

一般來說，政府雇員不交社保（SocialSecu-

rity)，也不享受聯邦政
府支持的社保福利。
以州政府雇員為例，
個人工資的一定比例
（例如 8%）交給州政府的 pension 系統，州政府
match 工資的同樣比例（這種情況下就是 8%）。
工作滿 5 年，這個 match的錢歸雇員所有；工作
少于 5 年，雇員拿不到這個match的錢，錢進入
pension系統，讓在這個系統裏的人受益。政府工
作滿五年，但在退休之前離開，可以選擇把錢轉
到到你的別的退休賬戶（比如IRA），也可以留
在pension裏面。pension系統的投資管理是州政
府招聘的職業管理人員。每人有自己的獨立賬
號，根據個人的選擇，會和上面談到的 401k，
IRA一樣虧損或者盈利。投資回報率有一個複
雜的計算公司，基本是和 SP500index 的投資平
均回報看齊，起伏不大，從7%到10%。另外，所有
政府員工要交medicare。

在這個系統裏幹滿20年，可以55歲退休。
退休後的健康保險按在職員工對待。退休後
pension的數量有兩種計算方式：一是取最高工
資的四年的平均值乘以60%（25年服務是70%，
30年及以上是80%）；二是按你退休時你賬戶裏
有多少錢來決定。這個和你買年金一樣，也是假
定一個 return（在 8%左右），考慮退休的年齡和
預期壽命，再計算你該拿多少。這兩個計算方式
，那個合算，你可以挑那個。（具體情況各州各府
都不一樣，要查詢當地資料，以上數據僅供參考
。）

再看看一家SP500大公司的退休福利：員工
要交6。25%的社安保險，公司match這個6。25%
的社安保險；員工存入自己401K退休賬戶6%的
工資，公司再 match6%。Medicare 私人企業和政
府一樣。公司不管員工的投資，退休後員工自己
處理。

比較兩者的差異：政府拿出來給員工match
的錢要少于公司（差4.25%，政府省了不少錢）；
政府員工在55歲退休後，到medicare進來之前
（65歲），可以享受政府補貼的健康保險；退休後
政府員工的退休金的回報一般情況下要高于自
己拿錢去買annuity，主要是政府有專門的機構
來管理，就節省了管理費用。

從上面可以看出相對于大公司的員工，政
府員工的福利並沒有特別優惠的地方，它實際
上是給州政府省了不少錢。但對員工來講，真正
起了作用的是：
1.pension是強制性的，避免了401K想存就存，不
存就花掉的缺陷。
2.避免了大公司員工存入社安保險，回報太低的
缺陷
3.早退休後的健康福利。

綜上所述，美國的養老金計劃除了政府的
社保金之外，其他的都屬於自己要當投資人，要
選擇合適的基金組合，才能得到豐厚的回報。
Nopain,no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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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電話套餐計劃，你的手機
能不能在美國用？

【來源:搜狐教育】
一位留美多年的老司機根據自己經驗寫的留學
生美國購買電話套餐最全攻略，很全很強大，即
將出國的同學拿好。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我記得我來美國第一個月我們5人share的

電話套餐賬單將近 800 刀，還見過別人 family
plan分錢的時候撕逼，反正這幾年是把能踩過的
坑基本都踩過了，沒親自踩的也看別人踩過。

下面這篇文章是我根據自身經驗教訓和查
看了很多資料總結出來的，目前網上應該沒有
比這個更全更精確的了。

中美區別。
相比中國只有移動、聯通和電信三大運營

商，美國的運營商就多很多了，既有全國性的大
運營商，也有地方性的小運營商，還有不少虛擬
運營商。跟國內花20塊 買個SIM卡只要每月充
話費就能用不同的是，美國主流方式是用 SSN
（社會安全號，後面會介紹沒有SSN該怎麼辦）
辦理套餐，每月結束之後付當月賬單。

運營商比較。
在美國營運的營運商一共有180多家不同

的營運商，其中最大的 4 家是：Verizon，AT&T
，T-Mobile，Sprint，其餘還有很多小的地方性
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

第 一 梯 隊 是
AT&T 和 Verizon。
網絡覆蓋最好，速
率也最快，都號稱
覆蓋全美90％以上
。（這裡要說明一點
的是，美國的網絡
建設思路和國內不
太一樣。美國更注
重投資回報，城市、
景點、公路有覆蓋，
但是人跡罕至的地
方往往沒有覆蓋。）

第 二 梯 隊 有
T-Mobile 和 Sprint

。覆蓋差一些，在大城市沒問題，離開城市就會
差很多了。因為頻率等資源少，所以能保證的速
率往往也不如前兩家，並且T-mobile的信號在
樓裡面通常很差（據說由於T-mobile的頻段恰
好跟水泥牆發生共振。。。）

就制式來講，Verizon 和 Sprint 類似國內的
CDMA，手機和你的手機卡是合二為一的，一般
沒有單獨的手機卡。而AT&T和T-mobile就沒
有這個限制，手機和手機卡是分開的。

虛擬運營商在美國也很普遍的，比如H2O
wireless、Red Pocket、Lyca 等。本身自己不建設
網絡，從運營商那兒批發一些號碼，然後零售給
用戶，打上自己的品牌，所以看它使用的哪個運
營商的網絡就大概知道其信號怎麼樣。

價格一般會比運營商的便宜，但是通話質
量和網絡速度都比運營商差，因為運營商給自
己的用戶往往都保證最好服務，給虛擬運營商
用戶一般相當於二等公民。相同4G LTE其實際
速率比AT&T自身差很多。

各類套餐比較。
選好了運營商就要選套餐，主要分為Mo-

bile Shared Plan（包括家庭套餐），個人套餐，預付
套餐，和2015年新出的“萬人團購”。

1) Mobile Shared Plan（便宜！麻煩！）
這是目前美國留學生用的最多的套餐，就

是 2 到 10 個人合用一個無合同套餐，包含無限
電話和短信，每人自備手機，大家均分流量，有
學生優惠，其中只要有一 個人有SSN就不需要
交押金，否則每個人都需要交押金，AT&T的是
$500/人，一年後返還。湊夠 10 個人比個人套餐
會便宜很多。

但是問題也很多，首先需要湊夠10個值得
信賴的人，錢每個月都需要由那個家庭套餐的
holder來付，每個月都要算錢和收賬，其實非常
的麻煩，尤其是有 人用超的時候，帳單極其複雜
，如果套餐裡的10人，經常訂購服務，升級的話，
holder管理起來起來會更頭疼，用戶之間也容易
出現使用不平均，有些人會 在每月前10天久把
所有人的數據用掉，導致大家後20天都得勒緊
褲腰帶。（幾年前流行的家庭套餐現在已經漸漸
被MobileShared Plan替代了，因為後者價格更低
並且無需兩年合同。）

2) 個人套餐（簡易！貴！）
就是和營運商簽約，同樣，如果沒有SSN（社

會保險號）就要交押金，押金一般是500美元（根
據營運商不同也會不同），個人套餐 比 Mobile
Shared Plan明顯會貴不少，但是省去了管理和算
帳的麻煩，賬單清晰。

3) 預付套餐（價格中等！信號差！簡易！）
這種類似國內手機，無需合同和押金，充值

然後使用，主要由虛擬運營商提供，價格介於
mobileshared plan和個人套餐之間，四大運營商
也有預付套餐，但是價格會高很多。

根據具體選擇套餐的不同，可能每分鐘10
美分，接打都需要扣錢；或者每天1美元，只有使
用的那天需要付費，那天打多少電話都付1美金
，哪怕打了2~3個小時。適合於短期訪問或者電
話不多的人。

優點自然是靈活和賬單清晰，缺點是通話
信號差，網絡速度慢，客服也很糟糕。

4) 萬人團購伐木類套餐（便宜！信號好！簡
易！）

這個電話套
餐 是 2015 年 才 有
的，目前只有一家
公司提供，就是伐
木 類
(www.10kfamily.
com/?utm_source=
yimu&amp;
utm_medium=pre-
paid&utm_cam-
paign=att)，並且只

提 供 AT&T 一 個 公 司 的 服 務，是 伐 木 類 從
AT&T大批量買入然後提供給每個用戶的，由於
是AT&T 自己的服務，通話質量和網速自然是
最好的，遠比預付套餐好，並且無需合同，不需
要 SSN（社會保險號），只需要$50 的押金，每個
套餐都是獨立的，賬單清 晰，價格包含所有的稅
費，提供中文客服，比預付套餐和個人套餐都要
便宜，雖然比mobile shared plan每月貴$3左右，
但省去了招人、管理、算帳、被捆綁等諸多麻煩。

總結：
價格由低到高排序：mobile shared plan<伐

木類<預付套餐<個人套餐
信號有好到壞排序：伐木類=mobile shared

plan= 個人套餐<預付套餐
簡易度由易到難排序：伐木類<預付套餐<

個人套餐< mobile shared plan
如果你是新生，一時不知道選什麼好，或者

一時找不到10個人辦mobile share plan，或者如
果你厭倦了現在用的家庭套餐，那伐木類都是
最佳選擇。

你的手機能不能在美國用？
手機分為：雙頻GSM/GPRS (900/1800)，三

頻 GSM/GPRS (900/1800/1900) 和四 頻 GSM/
GPRS (850/900/1800/1900)，CDMA的網絡制式
(800/1900)900MHZ 是移動 G 網頻段，1800MHz
是D網頻段。

美國的手機支持1900MHZ頻段，少部分手
機支持850MHZ，所以從國內買的手機，只要支
持1900MHZ的就可以在美國用。

另外美國的手機有很多是不插卡的 CD-
MA手機，所以在中國買的手機帶到美國，一定
要辦理GSM 1900MHZ的卡才行。同樣，想從美
國帶手機回中國，要看一下是否支持900MHZ/
1800MHZ。4G 上網還需要看看具體手機型號，
建議購買前先和商家確認一下，或者自己去
google一下自己的手機型號是否支持，也自行查
詢一下自己的手機能支持的4G頻段。

到美國後，給家人報平安
到美國下飛機之後，給家裡報平安和聯繫

接機通常有三種途徑：
1) 中國移動的全球通，走之前開通，價格雖

貴，但是用起來方便，也方便聯繫接機的人。
2) 微信、QQ、skype 或者 google voice，現在

美國機場基本上都有免費的wifi，只要你有個智
能機就可以免費使用。

3) 美國的國際長途電話卡，可以在機場的
公用電話使用，資費基本上只要1~2美分/分鐘，
也就是只要人民幣1~2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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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中國，美國這16種電信詐騙
你不可忽視 (上)

【來源:網路】
山東臨沂準女大學生徐玉玉遭遇以發放助學金為名實施的

電信詐騙，被騙走了準備交學費的9900元人民幣，傷心過度而昏
厥離世。18歲的花樣年華還沒有開始就畫上了句號，令人惋惜的
同時，我們也十分痛恨這些不法分子的惡劣行徑。
不僅僅是徐玉玉，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今年來已經成了電信詐騙
受害的“重災區”。臨沂另一位女學生與徐玉玉同一天被騙走準備
交學費的6800元人民幣。這些案例比比皆是，那麼美國有沒有這
樣的電話詐騙呢?

Pindrop實驗室通過Phoneypot收集了成千上萬個電話詐騙數
據。近日，Prindrop實驗室通過分析2016年度上半年的十萬個詐
騙電話得出研究分析結果，隨後進行了發佈，這些研究結果是我
們應該知道的並加以防範的。因為其中的一些詐騙是針對消費者
，而另一些就直接針對商業活動。

Pindrop 同時還發現其中的3萬個電話來自機器人電話。機器
人電話，就是代替真人，提前錄製一些聲音信息的一種機器自動

應答裝置，是合法的一
種形式。然而錄製的內
容如果是銷售信息，而接到電話的人沒有給銷售公司書面授權的
話，這樣的行為就是違法的，而且多數時候，這種電話就是個騙局
。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Pindrop實驗室給出的2016年度迄為止的電話
騙局都有哪些。如果你接到了其中的某一種詐騙電話，請提高警
惕，不要輕易上當受騙！
1.谷歌商業排名詐騙

一些企業關心自己企業在搜索引擎谷歌上的排名沒有及時
更新，或者害怕自己的排名降低等等，這時一些所謂的諮詢顧問，
主動給這類公司提供幫助並收取一定的費用，從而詐騙這些企業
的信用卡信息。實質上，這些諮詢顧問跟谷歌沒有一點關係。這類
的詐騙最早出現於2015年，今年變得更加猖獗。
2. 貸款類詐騙

誰不想要低利息？騙子會聲稱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有些
騙子會說貸款逾期，需要立即付款。這種騙局在是犯
罪團夥最青睞的一種騙法，在過去的一年半裡，騙子
都在貸款交付日期上大做文章。他們利用在線貸款申
請上獲得的信息讓自己看起來真實合法。
3. 免費度假
電話那端會告訴你，你們已經中獎了！免費度假，酒

店住宿，或者旅遊機會。之後騙子會用高壓銷售技巧
讓你給他們信用卡信息，並交付相對較低的稅或者其
他費用。
4. 政治類詐騙
隨著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騙子使用政治類的機器

人電話來引起受害人的興趣。他們先要求受害人捐款
，隨後開始套路個人信息，所有騙局都打著支持候選
人的幌子。有些甚至還聲稱你可以通過電話進行投票
！
5. 本地地圖驗證詐騙

這類詐騙要求企業確定個人信息以便加入線上地圖認證程
序。當騙子得到個人信息後，他們就可以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你的
賬戶。
6. 降低電費賬單

“想要降低每月的電費賬單嗎，那麼趕快來參與限時優惠活
動吧！”這就是騙子利用優惠活動限時帶來的緊迫感，讓你馬上交
出個人信息的騙術！
7. 重要的個人業務

這種騙局一般會說，你有一個緊急的個人業務信息，請你按1
鍵。當受害人按1時，受害人會聽到一條信息，聲稱受害人欠錢了
。
8. 信用卡相關詐騙

這類騙局今年已經不十分流行了，這要歸功於美國聯邦貿易
委員會嚴格的監管和監督。這種騙局一般都自稱可以幫助更快的
還清信用卡債務或降低利率。過程中，犯罪分子會試圖調取個人
和財務信息，包括現有的信用卡號碼。(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102C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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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102C 簡下

9. 免費家庭安全系統詐騙
2014年第二大流行詐騙就是來自騙子的“提醒電話”，從周圍

的鄰居或者朋友那裡得知，也許你會對免費家庭安全系統感興趣
。他們所謂的免費系統包括高昂的檢測合同，很多騙子都在這一
環節中成功獲得了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
10. 老人詐騙

老人一直是騙子的長期目標，一是他們因為被認為更加容易
上當受騙，二是他們的賬戶裡往往有大筆的退休金。熱門詐騙包
括醫療保險，健康保險，抗衰老產品，甚至喪葬墓地等。
11. 垃圾短信

受害者一般會受到這樣一條短信，說打某個電話或者打開某
個網站就可以贏得大獎。這種信息的目的是讓你洩露自己的個人
信息，或者在你的計算機上安裝惡意軟件。
12. 政府補助

受害者會被告知因為他們是好公民，所以可以接受五千到兩
萬五千美金之間的政府補助。但是他們要收取數百美金的“處理
費”，並要求提供他們的銀行賬戶信息。
13. 微軟技術支持

來電者自稱是微軟的技術部門，並表示你的電腦已經感染了
病毒。他會要求遠程訪問你的電腦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可能會
安裝惡意軟件來盜取個人信息。你還要為這種“服務”付費。
14. 汽車保險

來電者說你有資格可以獲得較低的汽車保險率，並詢問你的
個人信息來用於身份盜竊。
15. IRS騙局

這種騙局最近有在增長的勢頭。騙子會自稱是國稅局的人，
說你欠稅款和罰款。如果不通過充值卡，電匯或者信用卡付款的
話，你就會被逮捕或者通過法律行動來威脅你。你的個人信息也
是他們的詐騙目標。
16. 銀行詐騙

來電者自稱是你的銀行工作人員，並說你的賬戶或者借記卡
被鎖，你需要驗證相關財務信息來解鎖。

雖然騙子的電話詐騙也在“與時俱進”的推陳出新，作為單純

無辜的我們來說總覺得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騙
子的詐騙技術其實都是有
跡可循，可以防範的。這裡
就給大家一些tips，在接到
這類電話是怎樣來保護自
己的安全！

首先，確保你已經將
自己的電話號碼在“Na-
tional Do Not Call Registry
”上進行註冊。一旦你註冊
了，就會阻斷一些極有可
能為騙子的騙局電話。在
註冊三十一天后，你也可
以去網站上提交你收到此
類電話申訴。

第二，不要匯錢！不要
匯錢！不要匯錢！2015年11
月，FTC 禁止電話中電匯
這種付款方法。如果有些
人讓你這麼做，他們一定
是騙子！

第三，不要互動！如果
不認識的電話號碼，最好
就不要接。如果你不小心
接起來了，也不要根據提
示而繼續下去，不用在你
的按鍵上輸入任何東西。

第四，可以考慮使用
一些阻隔垃圾電話的app。
他們會幫你阻隔已經確認
為是詐騙電話的號碼。你
也可以自己手動阻隔那些

你知道是騙子的電話。
第五，如果來電者需要你的個人信息，而你

認為這有可能是合法的電話，那麼請你也不要直接告訴來電者你
的個人信息。要求給他們再打回去，如果他們說你不能這樣做，那
麼這一定就是騙子。

不只是中國，美國這16種電信詐騙
你不可忽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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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农历戊戌年已来临，戌年的生肖是犬。在中国古
代，对犬多加好评。晋人傅玄曾作赋咏犬，开篇就
说：“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
兼二儁之劲武。”这里赞扬的对象主要是猎犬，古代又
称“田犬”，它们自古就是猎手的忠实伙伴。已发掘的
东周时期古墓中，曾在山西太原春秋赵卿墓的车马坑
中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的随葬坑中，都发现过同
狩猎的马车葬在一起的田犬骸骨。中山王陵出土的田
犬，颈上佩戴有金银制作的华美颈圈，表明主人对它
们极为宠爱。

提起中国古代豢养家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史前时期。在距现在 8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
期，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犬的遗
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遗物
中，曾发现有造型颇为逼真的犬形黑陶鬶。江苏邳县
大墩子出土的史前陶屋门外侧有线刻的守门犬图像，
表明当时犬已是人们信赖的家居守护者。史前艺术家
更常以犬为模写对象，在湖北石河文化出土的大量小
型动物陶塑中，犬是数量极多的一种，形体小巧，但
形态颇古拙传神。

古人将犬列为“六畜”之一，畜犬的目的，不仅有上
面讲到的用于狩猎的“田犬”和用于守御宅舍的“守犬”，
更有用于制作宴席上的美味佳肴的“食犬”。例如在湖
南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轪侯家族墓出土的“遣策”
竹简中，记载用犬制作的羹炙类菜肴有五六种之多，
并将成年的犬与幼年的犬区分开，简文中称成年者为

“犬”，幼年者为“狗”，并分别制作不同的菜肴。
由于汉代畜犬之风极盛，所以当时的艺术家对塑

造犬的形貌，倾注了很大注意力，不论是墓室内的壁
画、画像石，还是画像砖的图像之中，都可比见到姿
态生动的家犬。最令人得以窥知汉犬真实形态的还是

随葬俑群中有关家犬的陶塑或木雕模型，其时代最早
的作品出自汉景帝阳陵的俑坑之中，后来在帝王陵墓
的从葬坑中还是平民的坟墓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
影，或立或卧，但多是昂首瞪目的警觉的态势，有的
陶犬被放置在陶宅院模型的门侧，明显是司守卫之责
的守犬。至于犬的造型，有的如实模写，肖形而生
动，以河南辉县百泉东汉墓出土的陶犬为典型代表；
也有的夸张变形，着力刻画其瞪目张口呲牙的凶相，
借以吓退地下的邪鬼，保护墓室的安宁。至于甘肃武
威一带东汉墓中的木犬，则用极简洁的刀法，刻出大
体的粗略轮廓，稍施彩绘，呈现出拙稚纯朴的美感。

汉代以后，直到隋唐，犬一直是墓中随葬俑群中
持久存在的家畜造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
身姿和特征有所改变。唐代的陶犬造型，以尖喙长体
的田犬最引人注目，在乾陵陪葬的一些太子和公主的
墓葬中，不但有描绘田犬的壁画，而且还在永泰公主
墓随葬俑群中出现猎手携带田犬的骑猎俑，将田犬载
于马鞍后，人、马和犬的姿态互相配合，极生动传
神。在隋唐时期，随葬俑群中又流行十二时 （十二
辰） 俑，其中的戌犬，则都塑成身穿袍服的人身而有
犬首的神奇形貌。

也是在唐代，看来作为宠物的具有观赏价值的名
犬，已为宫廷仕女所喜爱，传为周昉所绘 《簪花仕女
图》 卷中，就绘有这类宠物犬的图像。作者佚名的

《宫乐图》中，仕女围坐的大桌下，也伏有一只小巧的
宠物犬。

直至今日，人们饲养宠物犬的热情不减，品种日
众。所以犬的造型成为民间工艺美术品中经久不衰的
题材，有关的剪纸、年画、泥塑以及布艺制品，都一
直为人们所喜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瑞 犬 纳 福
□ 杨 泓

狗形鬶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十二生肖图册——狗
任预（清） 故宫博物院藏

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闪
烁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寓意新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如年画、泥
人、窗花、布艺、彩灯等，真实地存活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
中，是生活的艺术，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既有装饰
效果，又蕴含吉祥喜庆之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民族文化
自觉和民族文化认同。今天，了解优秀民间工艺美术所体现的
自然之美与人文精神，才能更好地进入和触摸中华民族的审美
之源。

年画祈福

最具“年味儿”的民间工艺美术莫过于年画。起源于“门
神”的年画，在绘画方面发展了年节的民俗文化信仰与民间传
统。年画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的
绝妙结合体，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十分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向往，生动刻画了岁月
长河中社会生活的世态百相。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多以辟邪纳福、祥瑞吉利、民俗风
情、小说戏文、风景花卉、美人童子等为题材。“五子门神”张贴
于屋门上，以祈求富贵吉祥，子孙兴旺。《金玉满堂》张贴于炕头
墙上，寓意财富极多，也形容学识丰富。运用象征、寓意、谐音

体现主题是民间艺人的拿手好戏。如莲谐音是连，牡丹花象征富
贵，蝠与福是谐音，桃子、佛手象征寿。

杨柳青木版年画区别于其他年画的突出之处，是有大量的款
题文字。历代画师们在创作年画时为了补充和丰富画面、阐释主
题，以题款的方式在画面下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大
致可分为画题类、诗词类、歌谣类、白文叙述类、人物对话类等。

窗花贴福

北方乡村的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铰剪纸、贴窗花开始的。
艺人们用大红纸铰出的剪纸作品，象征着年节的喜庆、吉祥，古
老的纹样里蕴含着丰富的生命记忆，接续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主题和民间叙事方式。用一把剪刀在红纸上剪出落英缤纷的各
式图案，贴在窗户上，这种剪纸作品又叫“窗花”。

高凤莲出生于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陕北延川县，是黄河文化孕
育出来的农家能人与民间巧手。她的剪纸、绣花、布堆画等多种
样式的民间艺术作品，气势磅礴，气韵贯通，流动着黄土高原特
有的质朴粗犷、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

河北蔚县周兆明的窗花以花鸟鱼虫、戏曲人物居多。儿时的
周兆明靠创作剪纸常常能给自己换些糖吃。成年后的周兆明用刀
流畅不留刀痕。他手下戏剧人物的胡须细而不乱、长而不断、几
十层的宣纸一刀下去，不偏不斜，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作品透着
诗一般的美与童话般的趣味。

“泥人”求福

中国人对手捏泥人有着特殊的感情。捏制泥人或制作泥塑成
为中国最普及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至今，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
县和鹤壁市浚县的庙会上，仍然可以看到淮阳泥泥狗和浚县泥咕
咕等民间工艺品的现场制作表演和售卖。淮阳泥泥狗的半人半
猿、人兽同体，九头鸟、双头狗，以及“猴头燕”“人面猴”等等
奇异禽兽造型，具有原始宗教文化特点，伴随着古老的民俗活
动，历数千年至今，成为年俗文化的民间集体记忆。

“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锠，在继承传统泥彩塑艺术的基础
上，借鉴国内外姊妹艺术，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形成了造型
独特、形色统一的现代装饰风格。他的 《酉鸡丰康》《子鼠大
吉》 等十二生肖题材系列作品，创造性地将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
与少数民族孩童形象结合在一起，寄予新年的美好祈愿。

布艺纳福

布艺是通过飞针走线、描红绣花，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
形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布艺设计常取自万千物象，凝聚着
妇女群体的巧智和经验。

汉乐府长诗 《孔雀东南飞》 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
囊”，说明汉代未成年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汉文化重镇徐州的
手绣香荷包已广泛运用到岁时年节等民俗生活中。徐州香包多纯
手工缝制，又富有古彭汉风，表现喜庆吉祥题材，造型生动、简
洁、质朴、极具装饰性，局部刺绣恭谨细腻、神形兼备，代表性
的香包艺人有井秋红、王振侠、杨雪梅、孟宪云、冯宪花、李清
富、冯瑞珍、王秀英等。

物 逐 新 年 气 象 新
□ 王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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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千阳张海丽布艺作品《五毒老虎》

褐釉泥塑狗 宋 南京博物院藏

皮影狗 清 南京博物院藏

绿釉陶狗 东汉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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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蓋軍蓋軍
圖圖：：華星藝術團提供華星藝術團提供

莫言六幕古裝劇莫言六幕古裝劇
《《霸王別姬霸王別姬》》演出大獲成功演出大獲成功

20182018年年22月月1717日是中國傳統的農曆大年初二日是中國傳統的農曆大年初二，，當晚七點三十分當晚七點三十分，，位於位於
美國休斯敦的美國休斯敦的““史坦福表演藝術劇院史坦福表演藝術劇院”” （（The Stafford Performing ArtsThe Stafford Performing Arts
TheatreTheatre ））燈火輝煌燈火輝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授權的作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授權的作品《《霸王別姬霸王別姬》》
正大幕拉開正大幕拉開，，隆重登場隆重登場。。365365天的艱辛排練和籌劃天的艱辛排練和籌劃，，當晚將凝縮成兩個半小當晚將凝縮成兩個半小
時的視覺饗宴時的視覺饗宴，，奉獻在觀眾面前奉獻在觀眾面前。。

莫言先生在演出前特別為劇組發來視頻莫言先生在演出前特別為劇組發來視頻，，向所有演職人員表示感謝向所有演職人員表示感謝，，並預祝演並預祝演
出大獲成功出大獲成功。。

郭楓飾演呂雉郭楓飾演呂雉，，有深厚表演和歌唱功底的她有深厚表演和歌唱功底的她，，表演十分到位表演十分到位，，張力十足張力十足。。

當天演出畫面當天演出畫面。。范增扮演者高勇曾任職內蒙赤峰京劇團演員范增扮演者高勇曾任職內蒙赤峰京劇團演員。。

飾演虞姬的王奕童負傷參與演出飾演虞姬的王奕童負傷參與演出，，表現可圈可點表現可圈可點，，令人令人
驚艷驚艷。。

全體演員及工作人員謝幕全體演員及工作人員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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