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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上漲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80626_4分之1版簡

今年第一季度美國房屋淨值比去年同期上
漲13.3%。對于擁有按揭的屋主來說，這相當于
房產淨值一年內平均增加16,300美金，或總體
增長1萬億美金。

房屋淨值增長負資產下降
據 CoreLogic 統計，儘管房屋淨值過去幾

年大幅增長，但占總數4.7%、約250萬名業主的
按揭依然高于房屋淨值。今年第一季度，84,000
名按揭業主的房屋淨值終于超過抵押貸款。負
資產率較去年同期下降21%，2009年負資產率
達到頂峰，占所有按揭的26%。

“近來幾個月房價上漲加速，幫助創造房屋
資產財富，也使得資不抵債的業主重獲正資產，

這是創造房地產財富的主要動力。”Core-
Logic 首席經濟學家 Frank Nothaft 評價道。到
2018年3月份，CoreLogic 的房價指數一年內上
漲6.7%，這也是過去4年最大的連續12月增幅。

就像房地產市場中的其它事情一樣，收益
率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變化。華盛頓州的業主
平均獲得44,000美金的房產淨值，而加利福尼
亞州業主則平均獲得51,000美金。

“在遙遠的西部各州，由于房價上漲的長期
推動，資產收益漲勢加劇。隨著經濟強勁增長和
購買需求增加，我們預計這些趨勢在未來仍將
持續下去。”

房屋供應危機 易主僅需64天
但房屋淨值增加不會推動業主出售房屋，

因為房屋交易如此昂貴，同時待售
房屋供應量又不足。那些仍處于負
資產的業主也同樣陷入困境，他們
不得不花錢從抵押貸款中解脫出來
，這也加劇了房屋供應危機。

然而，房屋淨值增長的業主和
處于負資產的業主卻都是導致房價
快速上漲的因素。供應量過少而需

求 增 長 過
快，導致新
入 市 的 房
產 很 快 脫
手，大部分
房產以高出標價的價格售出，招標戰成為常態。

根據數據顯示，4月份創下了平均64天售
出房屋的紀錄，這包括從挂牌到完成交易的時
間，比2017年4月份縮短9天。之前的記錄是7
月份的71天平均交易時長。

其中，西部各州房屋脫手最快。據全國房地
產經紀人協會 (NAR) 統計，待售房屋在短短26
天內便簽訂易主合同。

“可供出售的房屋正在快速簽訂合同。”房
地產經紀人協會的首席經濟學家 Lawrence
Yun 說道：“從2011年5月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開始追蹤相關數據以來，市場上挂牌的日期
中位數降到歷史最低水平，而一個月內售出房
屋的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缺少額外增加的待售房源，房產市場的供
求不平衡可能會持續下去，房價也因此會繼續
抬高，房屋財富將繼續增長。這可能導致房屋裝
修和維修項目上的開支增長。(取材美房吧)

去年美國房屋增值去年美國房屋增值
11萬億美元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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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HOA這一詞，在美國生活、或是打算在美國置產
的各位應該多少都有聽過關於它的大小事，甚至聽過身邊親朋
好友 「血淚控訴」 HOA這個榨乾人的妖魔鬼怪--究竟，HOA
是什麼東西？今天就來帶大家揭開它的神祕面紗～（掀）

HOA（Homeowner Association，直譯 「屋主協
會」 )就是所謂的物業管理，或者可以直接理解成社群管理委
員會。該組織由住戶（業主）們組成並強制性參加，通常
HOA的業務會委託社群管理服務公司執行，住戶（業主）可
能需要定期聚會決定社群發展事項。

HOA還具有條約限制(Covenants, Conditions and Restric-
tions, CC&R)的權力，並可向住戶（業主）收取一筆住屋/社群
管理費HOA Fee（通常是月繳）。這筆費用的用途包括但不
限於：

‧公共設施維修管理（如有網球場、游泳池、健身房、電梯
等）

‧景觀環境維護（庭院草坪修剪除草、灑水灌溉打理、走道
打掃等）

‧治安維護（大門Gate裝置、治安裝置如監視器、保全系
統等）

‧垃圾費（視各HOA的負責範疇）
‧水費（視各HOA的負責範疇）
‧瓦斯費（視各HOA的負責範疇）
‧剷雪費（視各HOA的負責範疇）
‧房屋建物修理（如換修門窗、屋頂，視建物種類與HOA

的負責範疇而異）
‧其他物業管理內容，視各HOA規定而異

HOA如何收費？
HOA月費從幾十塊、一百多塊、兩三百塊到五六百塊，

有些新的社群甚至上
看八九百塊都有，收
費差異相當大。主要
是看區域、服務、設
施、和居住坪數大小
，端看各 HOA 收費
規定。

需要注意，這筆
錢並不算在買房開銷
當中，而是額外的
「養房」 費用，為每

個月的固定成本，住

多久就要繳多久（即使是度假出遠門、房子空著也要繼續繳交
）！

此外，也有相當多HOA費用年年漲甚至月月漲，這還不
包括你可能不小心違反HOA規定而需要繳交的罰款等。

HOA優缺點大比較
優點：

1. 由HOA統一管理、不用操心
2. 庭園灑掃、公設維修等等都有專人負責
3. 省去自行聯絡、維護住家環境的時間心力
4. 維持住家社群的外觀環境一致、井井有條
5. 住家環境水平上乘，據悉有HOA管理的房價可賣得較高

（但也可能因此較難脫手）
缺點：

1. 一切皆須遵守HOA規定，屋主喪失自主權
舉例：是否可以養寵物、前後院設計、房屋維修方法、外
牆顏色、是否可以加裝天線插旗竿、庭院佈置、汽車停放
、屋外懸掛物品、草地顏色（？！）等等一切可能都會被
管！（視各HOA合同而異）

2. 甚至住所門窗、室內裝修等都必須先通報HOA才能進行
施工（視各HOA合同而異）

3. 遇到嚴格的HOA與執行人員，溝通相當勞心勞力
4. 若未按時繳交費用，可能需要再交一筆遲交罰款(late fee)

。除了持續被催繳之外，可能還會暫停你使用公共裝置如
游泳池、健身房、HOA會議投票等權利。

5. 買賣房屋可能需要經過HOA同意。而大部分Condo都有
First Right of Refusal，也就是屋主在賣房前需告知HOA
賣價，讓HOA有先買下的權利。

6. 售屋前若有積欠HOA費用，則無法成交。
7. 可能不能隨便出租。
8. 若HOA的經費不夠給付社群決定興建的新公共設施，還

會再向住戶收取額外一筆費用。

「特定居住環境/建築」什麼樣的住所要收
HOA？

通常下面兩種住房需繳納HOA：
Condo：有些稱之為Condo Fee，由於屋主只擁有內部

產權，外部一切維修管理皆由HOA負責，使用經費自然是從
月繳的費用而來。

Townhouse：與Condo相比通常HOA Fee會低一些，推
測是因為屋主擁有Townhouse地上地下的產權，需要自己打
理的部分較多。通常Townhouse都是以社群為單位大面積興
建，因此都有HOA的組織存在。

註：其實Condo和Townhouse是兩個不同的概念。Condo
主要強調 「產權歸屬」 ，相對於House，屋主只擁有房屋內部
的產權，外部與土地則屬物業管理協會或是建商/開發商。而
Townhouse指的是 「建物形式」 ，指那種與其他住家連在一
起、通常是共享一面牆的建物形式，但擁有地上(建物)地下(土
地)的產權。所以當我們說"Condo"，它的建築外型可能像獨棟
Single Family House (Detached Condo)，也有可能是連棟的
Apartment或Townhouse。

Single Family House一定不會有HOA？
大部分的Single Family House住宅區並沒有社群管理委

員會、物業管理委員會，但是有許多地區的 Single Family
House每月都要繳交HOA費用。可能因為該房屬整體住宅區
開發形式Planned Unit Development (PUD)，每月亦須繳交費

用給委託物業公司，管理修繕該社群的公共設施。據悉，許多
九零年代之後興建的房屋都要收取一筆HOA費用，所以不是
擁有Single Family House就一定不會有這項開銷。

我不鳥HOA會怎樣嗎？
如果不理會HOA的規定，HOA會寄發違規通知，說明違

規事項並限期改善；如果持續不予以理會的話，就會進一步收
到罰款通知、催繳通知。

我就是不繳HOA費用會怎樣嗎？！
很可怕，不要問。
無論是(1)不繳交HOA管理月費，還是(2)對於違規通知、

罰款不予以理會，HOA有權利放置留置權(Lien)在該屋的產權
紀錄上，在屋主改善/還清債務之前是不會被撤銷的。未來屋
主若要變賣此屋，依照法律規定HOA有優先受償的權利。而
如果欠款事態嚴重到了HOA要訴諸法律行動之時，HOA甚至
可以拍賣房子(Foreclose)。

以目前加州州法為例，屋主若欠款1800元以上（不包括
遲付罰金、債務催討費用、律師費或利息）並拖欠12個月以
上，在HOA會議上討論並取得多數住戶同意之後，有權進行
接收、拍賣程式。拍賣程式30天前，HOA會向屋主發信告知
將採取的一連串法律行動，之後政府相關單位會在欠款屋主的
產權紀錄上放置留置權(Lien)。

放置留置權之後，緊接著的拍賣程式分為兩種：司法程式
(judicially foreclose)與非司法程式(non-judicially foreclose)。
若HOA選擇走司法程式，必須先由法院核准，並由法院進行
拍賣。若拍價足以清償債務，屋主有權在90天內清償債務並
贖回房產；若拍價不足以清償債務，屋主可在一年內清償債務
並贖回房產。而非司法程式則不透過法院，欠款屋主只要在
90天內還清欠款以及HOA條約當中列出的費用（律師費或利
息等等），就可以把房子贖回來。(文章來源：咕嚕美國通)

I/房地產專日/180609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為何一提到為何一提到HOAHOA大家臉色就大變大家臉色就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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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
away Incorperation)是一家美國著名的保險和
投資集團，位列全球500強前十。這家上市公司
巨頭每年5月都會在其總部所在地內布拉斯加
州(Nebraska)的奧馬哈(Omaha)召開股東大會，
這是個平常的慣例。

但是這個每年舉辦在美國中部僅有40萬人
口小城的股東大會，卻能吸引全世界4萬持股人
和投資者來此參加，是全球最大的股東大會，並
被稱為全世界投資者的“朝聖之旅”，這些正是
因為一個人——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和方法，看似簡單實際
不然，需要持續的學習。巴菲特在行動上幾十年
如一日地知行合一，堅持每天80%的工作時間
用來閱讀，像一個歷史學家那樣做投資。

在知識結構上，巴菲特不僅對投資和財務
的知識精通，對很多行業也有強大的知識積累，
讓他在評價公司的時候更加全面、專業和敏銳。

旗下企業成第二大房產中介公司，看好
房產市場

巴菲特在近兩年內，不止一次發表“看好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言論。在2017年的一次專訪
中，巴菲特認為經濟危機以後，房地產開始恢復
的時間很晚，特別是從2015年起，增長勢頭明顯
，人口增長也將會轉化為購房需求。我們用幾個
數據來看美國房產市場的表現。

先從購買者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
開始重新進入容易貸款的時期。購房貸款的放
鬆，無疑是讓更多人達到購房的門檻，同時也再
次印證了巴菲特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看好的觀點
。
（美國抵押銀行家協會的可獲信貸指數，是衡量
獲得抵押貸款難易程度的指標，指數越高，獲得
貸款越容易，反之越難。）

再從開發商的角度看，NAHB指數從2014

年7月以來持續44個月高
于50的位置，並且保持著
增長的趨勢。（NAHB開發
商信心指數反映的是房產
開發商對市場形勢的預期
，高于50表示為看好。）

伯克希爾•哈撒韋公
司 在 2000 年 通 過 收 購
Berkshire Hathaway
Home Services 當時所屬
的美國中部能源公司多數
股權，進軍房地產經紀領
域。巴菲特起初未曾太過
重視這家公司，Home Ser-
vices卻給了他一個驚喜。

數據顯示，2017年伯
克希爾•哈撒韋Home Services的業務量迅
速增長，房產經紀人總數提升至40950人。在
美國房產銷售方面，雙邊銷售額（如果公司同
時代表買家和賣家，交易的美元價值將被計算
兩次）達到1270億美元，市場份額達到3%，成為
美國第二大房地產經紀公司。

對此巴菲特表示，“當然我們還會一直買一
些中介公司，這是我們的想法。我們會感覺到，
如果我們得到全美國10%中介公司的比例，還
是不錯的一個想法，能並讓我們在10%，有500
萬的人能並再繼續購房，這是我們的希望。”

以股票投資為主的巴菲特，去年開始加大
力度進行地產投資，釋放出的信號再明確不過
了。美國房地產業正處在復蘇和上升階段。

案例學習-巴菲特也投資學區房
巴菲特

涉足的房地
產領域的投
資中有什麼
投資思路值
得我們借鑒
呢？一 個 典
型的例子是
其在 1993 年
價格觸底時
購入的曼哈
頓商業地產
。

1993 年
，紐 約 曼 哈
頓商業地產
市場經歷崩
潰，大 批 金
融機構破產

，許多總部位于紐約曼哈頓的大公司撤出。巴菲
特在此時，决定進入曼哈頓商業地產市場，但必
須有一個條件：位于紐約大學(NYU)附近的商業
地產。

巴菲特當時投資曼哈頓商業地產的邏輯是
大公司走了，紐約大學還在，永遠不會搬走，因
此只在觸底時入手紐約大學附近的地產。這筆
商業地產投資，當年的回報率就高達35%，5年
後的回報率達到150%。

巴菲特談中美貿易戰——可以共贏
有中國投資者提問巴菲特對中美貿易摩擦

的看法。巴菲特說，“如果不解决貿易分歧，全球
貿易關係在很多方面都危如累卵，世界上兩個
最聰明、最具智慧的國家，絕對不會做一些非常
愚蠢的事情。我們在貿易方面表現良好，中國的
表現也相當好。唯一的問題是有時候一方稍微
占了點優勢。”

巴菲特認為，美國以及中國是全世界威力
最大的國家和經濟體系，而且這個現象會持續
長久，有很多共同的興趣及利益。所以，這將是
一個雙贏的局勢，在全世界的貿易中，中國也會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世界公民的角色也
同樣包含在內。中美貿易可以是雙贏的局面。
文|美房吧

巴菲特成為全美地產第二大中介巴菲特成為全美地產第二大中介！！
繼續看好美國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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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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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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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對房子很重要！
什麼樣的投資房，絕對不能買？

最近收到很多問題：
“我今天看了三個房子，可我不知道要怎麼

看房子，我關注房子的什麼部分呀？”
“看了幾個房子。究竟什麼樣的房子可以買

，什麼樣的房子不能買呀？”
“如果我要買，我出多少錢買呀？下單的價

錢怎麼定呀？”
還有非常具體的問題

“今天我去看了一個房子，要價才7萬，經紀
人說了，修好了能賣19萬呢。修的話差不多6萬
吧。這個房子可以買嗎？”

雖然你我都在美國，可我不在你的城市呀。
得，還是寫篇文章，希望對正在買房的你有用。
讓我用四年來掉進的坑，流過的血，告訴你答案
。

希望你能好好閱讀。不要再掉進我們的坑，
讓你的自由夢想之旅，更順利。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我們首先要理解這些
問題的本質。

你問我究竟買哪個房子，不買哪個房子，如
何出價，你究竟在糾結什麼？

是價錢，是房子本身嗎？
都不是。
你真正關心的是未來的收益。是你買了這

個房子之後，未來能否掙錢。能掙多少錢。
至于如何掙錢，是通過出租掙錢? 還是翻新

後零售（fix-flip）掙錢? 你最清楚。不同的商業模
式，對房子會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說，同樣是7萬美元 flood zone 的房
子，也許做出租能掙錢，而做fix-flip，根本就掙
不到錢。所以，不同的情况，不同分析。

鑒于我是做fix-flip的，我用我的經驗告訴
你，什麼樣的投資房，可以買，什麼樣的投資房，
你就不要碰了。

70 %法則：解决你出價的問題
既然你問的問題的本質，是未來能否掙錢。

那就明擺著，無論什麼樣的房子，價錢低到一定
的程度，都可以買，都可以掙錢。

那價錢要多低呢？給你一個公式，
70%法則。

也就是說，你買一個房子
，如果你用現金買，能出的最
高的價錢，用以下公式計算：
▷ 你能給出的最高報價= 房
子翻新後的最後賣價*70% -
裝修價

怎樣估算翻新後的最後
賣價？

讓你的房產經紀人，到 MLS數據庫中，根據
你的目標房，找出同一區域內，6個月內賣掉的
同類型房子，房子面積差異不超過 15%的，ex-
cellent condition的。拉一個單子出來，至少找
到3個這樣的房子，給出一個平均價。你就按這
個平均價算吧。

什麼？連三個房子都找不出來？那你就得考
慮考慮，這個地方是否值得投資了。

如果你們那兒的市場一般般，用65%法則
計算最後的最高報價。

如果成交價高于這個數字，直接略過，甭管
這個房子是3臥，還是4臥，主臥的廁所如何高
大上。外表如何地光鮮。跟你都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是投資者。這個沒得商量。價錢是必要的考
慮因素。
※ 一句話：買房子，cash offer, 買價必須小于等
于最後的零售賣價，乘以 0.7（或者0.65），減去
翻新費用。
套房子，你的最低目標，得掙到最後賣價的20%
。如果是賣價15萬的房子，最後掙3萬；賣價20
萬的，淨掙4萬。

其他考慮事項
除了價錢，對我們來說，還有其他考慮事項

：
1. 房子類型：至少是三房兩衛的單家庭住房（別
墅，single family house）。必須是第一次買房者
要買的房子，也就是85%的美國人買得起的房

子。對 我 們 來 說，所 賣 出 的 價 格 一 般 在
100K-150K。有經驗之後，這個數字可以有所波動
。

以上是適用于我們的房子類型，對你們未
必適用。問你們的經紀人，第一次買房者都買什
麼樣的房子。
2. Flood zone：房子必須是好的 flood zone，
flood zone C 或者X。如果是 flat slab, AO, AE
還湊合吧。A1以上就統統不考慮了。如果房子是
抬高的，符合標準，水險很低，可以考慮。水險超
過2000美元一年的就免談了。
3. 房子大小：必須在1200-2400 SQ 之間, 最好是
在1500 SQ以上。大房子是現在的趨勢。
4. 主臥室：要大，必須在12*12 sq foot 以上，能放
一張king size的床。

堅决不能買的房子
位置
① 不安全的區域的房子(war zone)。在這種地
方，空調，廚房的appliance裝上去, 也有可能被
偷走。被偷走了，又得重新裝一遍，在賣房之前，
還得去看著。真的很痛苦。
② 面臨主街的房子。美國人講究安靜和安全。車
水馬龍，面臨繁忙街道的房子，不容易賣掉。也
許你低價買這樣的房子，來做出租，那是可以的
。但我們是做fix-flip, 快進快出的。買家也是人，
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寶貝孩子，或者寵物，有被車
子碾壓的風險。
③ 水淹區的房子。比如，周圍的房子，都不是在
flood zone。唯獨你這個房子是在水淹區，這樣
的房子不能買。
④ 鄰居很糟糕的房子。比如說，緊挨著加油站的
房子，高壓電站旁邊的房子，鐵路邊的房子。或
者說，你的鄰居，均是被拋弃的小黑屋，雜草叢
生。

房子本身
☞ 結構不合理的房子。比如說，前面提到的要價
7萬，能賣19萬的房子。從交談中我知道，這個房
子的結構太糟糕了。賣主自己把車庫改成了臥
室。樓上加了兩個臥室，居然連個廁所都沒有。

再比如，我曾經買過的一個房子。前任房主
把周圍的停車庫，圈起來，做成了客廳。其中，有
一個臥室的窗子，直接對著車庫改成的客廳。白
天臥室裏黑咕隆咚的。

還有就是主臥太小的房子。主臥室的房子
至少在12*12 Sq foot. 最好是在13*14 以上. 別的
臥室也必須在10*10以上的大小。

☞ 太矮的房子，比如說高度少于八英尺的。尤其
是主臥室和客廳的高度，絕對不能太矮了。
☞ 沒有車庫的房子。如果你的鄰居都有車庫，唯
獨你的房子沒有車庫，那你的房子就不會太好
賣。如果大家都沒有車庫，則可以考慮。
☞ 太小的房子，比如說小于1200英尺的房子。
這樣的房子，你不要買。
☞ 太貴的房子。不要買小區中高于70%以上的
價位的房子。你買的是85%的人都能買的起的
房子，所以你的價位應該是低價位的房子，而不
是高價位的房子，這一點一定要記住。

買對房子很重要！
以上，我詳細列出了什麼樣的房子可以買，

什麼樣的房子不能買。有一些是常識, 一些是我
用血淚總結出來的。

做fix-flip最最重要的是買對房子。
以終為始，買房子的時候你要考慮的是，我

買了這個房子，裝修翻新後，能否賣掉，能否快
速賣掉，然後回家數票子。

如果你的房子買錯了，神仙也幫不了你。後
面再怎麼做，也不會成功的。做翻新房子能否掙
錢，在你買房子的時候就决定了。

所以，在買房子的時候，絕對要挑剔。不合
適的房子絕對不能買。

美國買房
總結
Tip 1:問某一個房子是否值得買，本質是：買這個
房子能否掙錢。
Tip 2:選擇房子的時候，房價是必要考慮條件。
其他是次要條件。用70%法則，確定你能出的最
高買價（你的offer）。
Tip 3:在價錢合適的前提下，也得考慮房子所在
的位置，房子的大小，結構。
Tip 4:買對的房子很重要。做翻新房子能否掙錢
，在你買房子的時候就决定了。
文文||美房吧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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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配置趨勢不可抵擋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裏，中國經濟經歷了

令世界矚目的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轉型、結構調整階段，這

種新常態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帶動國人財
富的創造、積累和流動。

根據胡潤百富研究院數據表明，總資產千
萬以上人群數量和可投資資產千萬以上的人群
數量均保持了兩位數的增幅。

根據胡潤發布的《2017中國高淨值人群財
富管理白皮書》顯示：
1）中國大陸地區千萬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
達到 147 萬，其中擁有千萬可投資資產的“高淨
值家庭”數量達到 74.9 萬
2）擁有億萬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
9.9 萬，增長率達 11.6%，其中擁有億萬可投資資
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 5.9 萬
3）擁有3,000 萬美金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增
長率達 13.3%，其中擁有 3,000 萬美金可投資資
產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 3.9 萬。

富豪家庭數量
隨著“全球化”新浪潮和金融知識普及對高

淨值人群投資理念的影響，他們的投資更加多
元化，需要尋找更多的渠道來消化這些快速累
積增加的財富，進而使得他們的資產配置更加
合理。

在這種大背景下，高淨值人群對于跨境金
融投資的就顯得格外關注和重視。

跨境需求分析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世界高

淨值人群擁有大概54萬億美元
的財富總量，這其中的24%投向
了海外資產。

那麼，從中國目前的海外資
產配置的比例來看，我們才剛剛
起步，上升空間還很大。

總有一天中國的私人財富
在海外的資產配置比也要走到
20%的水平上來，只是早晚的問
題。海外資產配置的趨勢是無法
抵擋的。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裏

從理論上講，在資產類型的
相關性很小的情况下，通過分散

投資能夠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降低風險。
如果投資方式太過單一、不具備抗風險能

力。一旦未來出現“黑天鵝”，或者小小的政策變
動，都可能會讓投資者瞬間回到解放前。

美國買房
何以解决這種現狀？唯有資產配置。
在投資組合中涵蓋不同風險級別、不同收

益水平、不同市場和不同流動性的投資標的。這
些資產之間的相關性要盡可能得小，以此達到
分散風險的目的。

資產配置原則有這3個特徵：多資產類別、
多市場（國家）、多幣種。
▷ 目前中國經濟環境正在進入了新常態，經濟
改革和體制改革進入轉型期；
▷ 同時人口紅利消耗殆盡，社會
逐步轉向老齡化，伴隨著勞動力
人口下降，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
，大多數企業在經營上面臨著巨
大的挑戰。
▷ 另外，中國內地的投資渠道非
常有限，在房市高企，股市人氣
渙散的環境下，中國人面臨一個
嚴重的困境：錢不再那麼好掙了
！

所以，在財富管理上，我們
對于未來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規
避風險，如何守住財富。

回答這個問題的最現實的
路徑就是：資產以安全收益的形

式進行海外配置。
2018 年以來，全球經濟整體表現平穩

向好。美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
歐洲經濟復蘇基礎逐漸鞏固，主要新興市
場國家經濟呈現溫和復蘇趨勢。

其中，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各
項經濟衡量指標都很漂亮。美國稅改法案
預計拉動2018年美國GDP增長0.35個百分
點，4.4萬億美元預算計劃和規模為1.5萬億
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計劃也將刺激經
濟。

美聯儲實施在鮑威爾擔任美聯儲主席
以來的首次加息。從美聯儲公布的利率點
陣圖可以看出，2018年美聯儲加息預期不
變，加息總次數仍為3次。

經濟向好是投資獲益的根本指標。海
外市場的投資機會還是很大的。

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參與度高，享
受中國企業的成長紅利
▷ 3月28日彈幕網站嗶哩嗶哩正式登陸納
斯達克；
▷ 3月29日，愛奇藝正式在納斯達克挂牌。

2018年第1季度全球上市公司市值100
強”榜單中，蘋果、穀歌、微軟，亞馬遜、騰訊
控股、伯克希爾、阿裏巴巴、Facebook、摩根
大通與強生分列1-10位。

值得注意的是，來自中國互聯網巨頭
騰訊控股與阿裏巴巴集團雙雙超越Faceb-
bok。

如何一同分享中國最有價值企業的紅
利蛋糕？——海外投資，直接持股或者選擇對標
的投資標的。

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每一次關口的選擇
都决定了此後的道路。

那些追逐歷史風口，勇敢嘗試的人，也獲得
了豐厚的回饋。

今天，有沒有全球化布局的思維，也許將决
定很多人的命運。
文|美房吧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進行海外資產配置？
站在歷史風口思考站在歷史風口思考：：

圖表圖表11：：20102010--20172017年中國赴美國上市企業數量年中國赴美國上市企業數量
及募資金額及募資金額

圖表圖表22：：20102010--20172017年中國赴香港上市企業數年中國赴香港上市企業數
量及募資金額量及募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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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中：千萬別做這6個小動作！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大學面試是美國本科申請的

一個重要階段，在準備美國大學面試
前我們要瞭解一些在面試中萬萬不可
以做的動作，這些不起眼的小動作，有

可能會毀了我們的美
國本科留學面試，下
面為大家詳細介紹一
下，供大家參考。

準備美國本科留
學的同學，在為美國
本科申請面試時，可
以參考下面的美國大
學面試萬萬不可做的
六個動作。

1、切忌誇張的
肢體動作

美國大學面試時
適當的手勢能幫助你
更好地闡釋自己的觀
點，不過動作太過活
潑、誇張則會給人留
下不穩重的印象。因
此，面試時應以平穩、
平實的態度為原則。

2、切忌蹺二郎腿或兩手交
叉於胸前

不停地輪換交叉雙腿，是不耐煩
的表現，而一直蹺著二郎腿則會讓面

試官覺得你沒有禮貌。如果再
把兩手交叉放在胸前，那就表
達出了拒絕或否決的心情。因
此，參加面試時一定要注意坐
姿端正，雙腳平放，放鬆心情。

3、切忌邊說話邊拽衣
角

留學申請者在面談時，由
於緊張或不適應，無意間會拽
衣角或擺弄紐扣。這個小動作
很容易讓美國留學面試官看出
你的緊張焦慮，給人留下不成
熟、浮躁的印象。

4、切忌撥弄頭髮
頻繁用手拂拭額前的頭髮

，會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經質，
還會令人產生不被尊重的感覺
。為避免這種習慣影響到面試
的結果，建議申請者最好將長
髮紮起來，或將頭髮梳理整齊，
這樣既顯得精神又能避免不經意間撥
弄頭髮。

5、切忌不停地看表
不論是在面談或與人交談時，不

停地看時間，會讓人產生壓迫感。因此
，申請者要把握好時間，千萬不要頻繁
看表。

6、切忌眼神飄忽

美國大學面試時兩眼到處亂瞄，
容易讓面試官官覺得這是一位沒有安
全感、對任何事都不抱有信任感的應
試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帶微笑，眼睛看
著談話者，同時頭微微傾斜。

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
美國：打工要有“工卡”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來美留學的學生一般

持兩種簽證，即J1公派學生簽證和F1私人學生
簽證。根據美國移民局規定，持J1簽證的正式學
生每周可工作20小時，但工作性質必須跟其學
業有關；持F1簽證的學生每周也可以工作20小
時，但工作範圍必須在校園之內。

美國移民局關於每周20 小時的規定只是
對正式學期而言，在夏天是可以工作40小時的
，而且不必限制在校園內。但在找工作之前，必
須去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辦理工作許可手續
。之後，再去移民局辦“工作許可證”，即“工卡”。

許多留學生都把夏天看成是“掙錢”的好機
會，而且一般首選中餐館。在美國小費一般是飯
菜費的15%至20%．

畢業滯留時間：美國的F1學生簽證允許外
國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取得一個一年校外的工
作許可OPT，理工科學生最多可延長至到29個
月。

法國：第一年不許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法國教育部規定，留學

生第一年學習期間禁止打工，以便學生們有足
夠的精力學習。所以，大家在出國前一定要準備
好起碼一年的生活費用。在法國，有了各種對學

生的優惠政策，可以把這個數字估算在7000至
9000歐元上下。第二年，也只有已開始專業學習
的同學才有資格領工卡。沒有這張工卡，妳就是

“黑工”。在法國，工作一天能拿到45歐元。
畢業滯留時間：所有赴法學習碩士或碩士

以上並持有長期學生簽證的外國學生，在留法
第一年自動獲得有效期為一年“臨時居留證”。

英國：每周20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可合法打工並與英國

國民一樣享受最低工資保障待遇，打工期間享
受除藥費外的醫療全額保險。每周20個小時，
未滿18歲者禁止打工。

畢業滯留時間：在英國取得學位的畢業生
在完成學業後，可以申請留在英國達兩年的時
間。這一政策為在英國學習並希望獲工作經驗。

加拿大：打工只能在校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按規定，外國留學生是

不可在校外打工的，但在學校可以打工，只是不
能超過一定的小時數，不能影響學習。留學生在
校內打工的崗位主要有圖書館、學生食堂、留學
生服務中心，另外還可看管實驗室，為教授做一
些收集資料的工作等等。有的學生在城裏加拿
大人開的店裏偷偷打工，老板給現金，不扣稅。
加移民法還規定，任何雇主聘請沒有移民身份

的外國人工作，須上報移民局，並按規定申請工
作簽證，否則雇主要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吊銷
營業執照或判刑。

畢業滯留時間：在加拿大畢業前至少全職
就讀8個月，可取得從事任何工作的簽證，期限
最長可達到3年。

澳大利亞：每周不超過25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必須在18 周歲以上，

持有允許打工學生簽證。違者取消學籍。具體手
續是這樣：留學生可憑入境時持有的 571 類學
生簽證，在學校或移民部領取允許打工的學生
簽證申請表，然後到移民部申請更換允許打工
學生簽證。如得到批準，即可打工。但學校的規
定是：學生每周打工不得超過25小時，假期可
適當放寬。最低工資10澳幣/小時。

畢業滯留時間：485簽證是面向澳大利亞留
學的留學生的一個18個月的臨時簽證，允許那
些畢業不符合技術移民簽證的留學生停留。

新西蘭：配偶可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每周15小時的打工時

間延長至每周20小時，部分學生配偶可獲無限
制性工作許可，即簽證寫“妳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任何工作”。

畢業滯留時間：新西蘭畢業的留學生可以

直接申請到12個月的開放式工作簽證，不受限
制地在新西蘭境內工作、學習或者旅遊等等。

意大利：符合條件可轉居留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外國留學生可以每周

打工20小時。按意大利勞工工資標準60元人民
幣每小時，留學生每月約可賺4-5千人民幣。

畢業滯留時間：意大利內政部發出了一份
通報，將擴大學習居留轉換成工作居留的範圍，
只要是符合條件者均可以轉換為居留。

日本：須大學同意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本來對留學生的打工

並沒有什麼規定，但隨著以學習的名義來日，實
際上是為了打工賺錢的人大量增加，日本政府
出臺了一個法規，規定需要打工的留學生，須首
先取得大學的同意，然後憑學校的證明、雇傭單
位的契約書，註明工作內容和時間等、外國人登
錄證，到相關部門申請一份“資格外活動許可”，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工，同時在時間上也做了詳
細規定。在日留學生中主要分兩種，即持“留學”
和“就學”簽證的外國學生。

畢業滯留時間：新規定將留日學生畢業後
在日本停留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延長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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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美國職場上的廉價勞動力
一項研究發現，大量證據表明男性獲得的

工作報酬高於女性。即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
職位和資歷，這一薪酬差距仍然存在。在 Pay-
Scale對一百萬名樣本進行調查後發現，總的說
來，每一名男性員工獲得一美元工資時，同等條
件的女性員工只能賺得0.74美元。

該份報告所發現的其他令人吃驚的結論還包
括：

1.沒有哪個行業的女性員工收入與男性持平
或高於男性；

2.沒有哪個州的女性收入高於男性；
3.職位越高，薪酬差距越大。

“這不是一項女性議題，這是一個家庭、社區，
和經濟議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婦女和公共
政策項目執行董事Victoria Budson說，“女性收
入較低，意味著女性難以具備高購買力。”

相同職位，女性收入更低
一個關鍵議題是，女性職位一般薪水低於

典型的男性職位。
在美國，女性更容易成為社會工作者、秘書，

或護士，而男性更常成為經理，工程師，或IT工
作者。然而，即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職業，卻
仍然存在薪酬差距，即便這一差距有所縮小。

PayScale發現，當男性與女性在職位、行業、經
驗、工作地點，甚至是否有孩子等條件都等同時
，若每名男性可以獲取 1 美元，女性只能賺取

0.97美元。
“緩慢的改觀還是讓人不安，即便各公司都

知道該現象中含有偏見。”婦女政策研究協會
的研究主任Ariane Hegewisch說。

薪酬差距在企業高管層更為嚴重
男女薪酬差距在剛入職的年輕畢業生中體

現較少，但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一差距會逐漸
增大。尤其當女性進入高級管理階層後，這一
薪酬差距顯著增加。
“為什麼高管層的薪酬差距會變大？妳也許

覺得是因為達到該階層的女性通常都是出色
的談判家，而我認為，還有更多其他因素。”
PayScale高級編輯主任Lydia Frank說。

在美國500家登上標準普爾指數的上市公
司的首席執行官中，女性只占5%。甚至當妳
縱觀各公司位列前五的高管時，女性也只占
到16.5%。

專家認為，這一現象可以總結為兩大主要
問題，第一，女性晉升高階的機會少於男性；
第二，女性在升入高位後收入低於男性。
“如果女性希求加薪，她往往需要付出更高

昂的專業成本。”Frank說。

少數族群差距更甚
多數人意識的，同等條件下女性收入是男性

收入的75%-80%，然而，少數族群女性收入其實

更低。
“女性並非一個單一群體，美國是存在性別溝

壑的。”哈佛大學婦女和公共政策項目的執行董
事Budson表示。

同等條件下，每名白人男性獲得1美元時，每

名非洲裔女性只能賺得0.64美元，而西班牙裔
女性的境況則更糟，她們只能賺得0.54美元。
“我希望能夠推進的對話是：究竟什麽因素可

以影響實際的改觀？”PayScale 高級編輯主任
Lydia Frank說.

竟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工作竟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工作

隨著美國經濟逐步恢復，就業率逐漸上升，人們理所當然
地認為，在工作的美國人比率應該有所上升，但事實卻恰好相
反，從2014年以來，有35%的美國人不工作，而十年前的這個比
率為31.3%。

三分之一以上美國人不工作的數據來自於聯邦勞工統計

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新聞網(CBS News)報導，失業率的統計包括那
些沒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人，這和那些沒工作
卻也不找工作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由於經濟蕭條已經遠去，不工作美國人數
量的增加確實讓人感到驚訝。聯邦勞工統計局
的數據顯示，2004年有7050萬16歲以上的美國
人不工作，到2014年，這個數據增長到了8740萬
人。

“嬰兒潮”(Baby Boomer)一代的人從2011年
開始退休，這也許可以解釋不工作美國人數量
的增長，但是不僅是“嬰兒潮”開始退休，很多年
紀輕的一代人也宣稱他們已經退休了。在2004
年，有4萬8000名年紀在20歲到24歲的年輕人
稱他們已經退休，到2014年增加到13萬2000人
。

當然這些宣稱退休的年輕人中，不排除那
些超級富豪的小孩和那些在各個領域一夜暴富
的年輕人。但是基於他們的年齡還小，在不久的
將來，他們應該還是會重新開始工作。

另一個不工作美國人數量增長的原因，是疾病和殘疾的增
加，2014年有1630萬美國人表示自己是因為健康問題不能工
作，十年前，有相同情況的美國人為1240萬人。因為健康問題不
能工作的最大群體是年齡在55歲到64歲之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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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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80618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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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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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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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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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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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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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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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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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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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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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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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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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如何開具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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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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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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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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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帶到美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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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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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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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文在讀證明。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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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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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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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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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留學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0618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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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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卻高薪你敢挑戰嗎?
世上危險工作前世上危險工作前世上危險工作前101010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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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潜跳傘搶險員第六火潜跳傘搶險員第六

旅行嚮導第七旅行嚮導第七

潜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潜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

跳傘教練第四跳傘教練第四

洞穴潜水員第五洞穴潜水員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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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赶“一带一路”快车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围绕中国的“一带一
路”广域经济圈构想，日本企业已经开始为寻找商
机加紧行动。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对日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直持开放态
度，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在把参与“一带一路”
的积极态度转化为实际行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
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充满信心。

有媒体观察到，在西方发达国家阵营中，越来
越多国家表示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并开始
直接参与这一“中国倡议”。

“欧盟严重缺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法国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与中国） 建
立商业互惠关系，进而推动欧盟也行动起来。”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近日，法国参议院的
一份题为 《对法国而言，“一带一路”是简单的
经济标签还是世界新秩序？》报告郑重建议道。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报道，澳大
利亚贸易和投资部长史蒂文·乔博近期表示：“澳
大利亚和中国有着改善地区基础设施的共同目
标，对‘一带一路’能对地区基础设施所作的贡献，
澳大利亚非常欢迎。”

除政界层面外，来自西方国家的行业巨头一
直对“一带一路”倡议颇为看好。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称，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正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各国公
司的电话会议上，不少公司在电话会议上将这一倡
议作为业务扩张的机遇。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也报道称，2016年，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价值23

亿美元的设备订单，是2015年订单总额的近3倍。
未来几年，该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营收
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当下，全球企业界也已把“一带一路”视作
不可错失的机遇。今年3月，德国工业巨头西门
子公司宣布在北京设立全球“一带一路”办公
室，并已与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合作开拓“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彭博新闻社发表文章说，

“一带一路”已成为“真正的全球方案”。

态度转变为哪般

“‘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在有些
国家，曾一度出现民间和企业热情高涨，但政府
态度冷淡的两极分化，现在局面正在极大改
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
任吕耀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消极观
望到积极参与，越来越多国家选择拥抱“一带一
路”建设，折射出多重考量，经济利益是首要因
素。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规模浩大，大批公路、港口、铁路和工业园
区等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在亚欧非破土动工。对此，
法国有必要在欧盟各国中充分发挥“引擎”作用，
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从而动员整个欧洲也加
入“一带一路”。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称，中国-欧洲
间的物流增加给日本企业带来很多商机。在新物
流手段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日本物流企业通运公
司自 2018 年 5 月起，推出日本至中国之间通过船
舶和飞机连接实现日欧间一条龙运输的服务。该
公司将利用“一带一路”，构建从日本和东亚通往

欧洲的物流网。
事实上，2017 年 6 月，日本政府就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显示出合作姿态，随后日本企
业寻找商机的行动加速。野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松浦寿雄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日本
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今 年 6 月 7 日 ，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指
出：“5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取得积极成
果，关键在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符合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现实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
态度的转变，原因复杂：一方面，越来越多“一带一
路”倡议的项目逐渐落地，更多国家切实参与其
中，成果与进展超过预期；另一方面，美国不断“退
群”后，一些西方国家认识到，必须正视“一带一
路”倡议。

西班牙驻华大使卡内罗表示，在当今新保护
主义倾向抬头的情况下，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西
班牙始终支持和呼吁开放的全球化，而“一带一
路”倡议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实现经济和市场开
放的机遇。

王义桅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西方
发达国家的参与是其中重要一环。尽管西方国家
开始展现“拥抱”姿态，但疑虑依然不可忽视。
对此，中国可以尝试打造与西方国家合作开拓第
三方市场模式。

中国方案惠全球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几乎很难

用浇筑了多少混凝土或者铺设了多少钢轨来衡量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所展望的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

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蒙古国“发展
之路”倡议、希腊建设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
战略、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沙特“2030 愿景”、
土耳其“中间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
世界推心置腹，共商“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发
展规划对接的大计，以求“一加一大于二”的实
效。

“ 这 些 重 要 成 果 让 各 国 政 策 沟 通 不 断 深
化 ， 设 施 联 通 不 断 加 强 ， 贸 易 畅 通 不 断 提
升 ， 资 金 融 通 不 断 扩 大 ， 民 心 相 通 不 断 促
进 ， 每 一 方 面 都 与 各 国 人 民 的 福 祉 息 息 相
关 。” 吕 耀 东 表 示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来 自
中 国 ， 但 成 效 惠 及 世 界 。

法 国 《世 界 报》 刊 文 称 ，“ 一 带 一 路 ”
与 完 全 建 立 在 金 融 统 治 基 础 上 的 华 尔 街 模
式 不 同 ， 它 寻 求 多 种 形 式 的 互 相 依 存 ： 政
治 合 作 ， 互 联 互 通 ， 相 互 贸 易 ， 长 期 投
资 。

文 章 称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打 算 通 过 两
种 基 础 设 施 把 中 国 与 欧 洲 相 连 ， 从 而 构 建
新 的 多 边 秩 序 。 这 两 种 基 础 设 施 就 是 横 贯
中 亚 的 陆 路 与 中 国 到 地 中 海 的 海 路 。 这 是
建 立 在 基 础 设 施 基 础 上 的 新 全 球 化 理 念 。

两 千 年 前 ， 古 丝 绸 之 路 创 造 了 东 西 方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 辉 煌 历 史 ； 两 千 年 后 ，

“ 一 带 一 路 ” 从 无 到 有 ， 由 点 到 面 ， 促 进
沿 线 各 国 繁 荣 发 展 。 俯 瞰 这 条 从 时 光 深 处
伸 延 而 来 的 友 谊 之 路 、 发 展 之 路 ， 可 谓 一
带 锦 绣 ， 万 里 宏 图 。

西方国家争搭“一带一路”快车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漫漫丝路，遗泽千年。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变为共识，从愿景成为现
实，建设成果丰硕，也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影响力，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正
逐渐丢掉“包袱”，赶搭“一带一路”快车。

6月份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公布上半年成绩单的时点也越来越近。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期
已经公布出来的部分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稳中更优”的态势得以保
持。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持续显现、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创
业创新活力明显增强、补短板强弱项取得成效、外向型经济发展再上水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多。这表明，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格局没有
变，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强。

看速度：运行稳健态势好

“稳”显然是中国经济的首要特征。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与
2017年三、四季度持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 11个季度稳定在 6.7%至 6.9%的区
间。支撑这个“稳”字的，显然不止经济增速这一个数据。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1—5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2.6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5%，增速较去
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中央企业1—5月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
元，同比增长9.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859.4亿元，同比增长22.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
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32690.6 亿元，同比增长 30.7%，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 284.5 亿元，同比增长
22.4%，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5月份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中长期贷
款增加4031亿元，显示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
进，中国经济原先存在的失衡正在不断得到纠正，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动力不断增强，一系列最
新经济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稳健的表现也让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增强。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将中国 2018年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上调0.1个、0.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联合国维持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测不变。

看质量：结构优化颜值高

前 5 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9.3%、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连续22个月位于50%以上景气区间、截止今年3月底独角兽企业数量世界排名第二、市

场主体总量突破1亿户、一季度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下降9.7%……除了运行稳定，
结构不断优化同样提升着中国经济的“颜值”。

实际上，在微观主体层面，质量提升的步伐十分坚实。例如，由振华重工建造的2000吨起
重船日前完工交付，该船配备了振华重工自主研制的1600千瓦全回转推进器，标志着中国国产
海工核心配套件首次应用到实船作业。而此前，制造推进器所需要的动力定位核心技术只掌握
在国外少数企业手中。再例如，亨通电力产业集团不久前完成了交联聚乙烯绝缘光纤复合海底
电缆导缆装船，其单根无接头长度达27km的数据再次创造了世界海缆行业新纪录，彰显了中国
民营企业的制造实力。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王远鸿看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与
需求正在更高水平上形成平衡，支撑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有利因素正不断增多。同
时，随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措施陆续实施，中国营商环境还将持续改善，要素配置效
率还将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结构优化。

看潜力：改革开放红利多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以国
资国企改革为代表的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有望打破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提高上游要素资源
的市场化程度；而乡村振兴战略有望为中国经济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打开农村闲置要素的
利用渠道。可以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正在打开。

“从存量来看，尽管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但我们依然保持了经济增
速的稳健，没有出现不可控状况或大的波动；从增量来看，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还是高科技在全
部工业当中的占比，抑或是对外贸易及投资结构都在不断优化，中国经济旧动能正在被新动能所
取代。放眼未来，我们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目的就是顺应潮流、
消除扭曲，释放更大的市场化红利，让中国经济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
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对记者说。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当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大，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有望延续。对
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将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将不断提升供给
体系质量，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释放新的发展潜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将补短板强弱项。未来，
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格局不变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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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諮詢委員會
就職典禮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就職典禮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泉深 / 圖文】國際領袖基金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ILF ）休斯頓諮詢委員會 (Houston Advisory Board
Member) 就職典禮於 6 月 22 日中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會議
廳舉行，來自休斯頓政治界、金融界、文化教育界、僑界等代
表 70 餘人出席。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旗袍隊表演旗袍秀《太湖
美》拉開就職典禮的序幕。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主任（ Execu-
tive Director ）具秀慶（ Soo Kyung Koo ）女士主持就職典禮並
致辭，她說我是國際領袖基金會的執行主任，我們是培養下一代
亞太地區傑出領袖的國際領袖基金會，是非盈利機構，總部在華
盛頓 DC 。感謝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李蔚華主席作為這次就職典禮
的共同主席和資助單位。她說國際領袖基金會的任務是通過貿易
交流和社區網絡，在美國、亞洲和太平洋的國家和地區，在公共
服務、企業家聯盟、國際貿易和政治經濟等方面培養下一代傑出
領袖。從 2000 年開始，我們建立了 15 個國家級和全球性的諮
詢機構，我們已經培養了找過 7000 個學生， ILF 為學生提供獎
學金和培養計劃，過去十幾年培養了大批各界領袖，取得了顯著
的成就。國際領袖基金會得到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她的父親
趙錫 成以及國會議員 Stephanie Murphy 、 Alan Lowenthal 等
各界的大力支持。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長董繼玲（ Chiling Tong ）女士在就職
典禮上致辭，她高度讚揚具秀慶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基金會領導人
，在青年領袖的培訓方面有傑出的智慧。她感謝休斯頓的李蔚華
先生領導休斯頓諮詢委員會，為國際領袖基金會提出了很多有益
的建議和設想，是優秀的合夥人。他能將休斯頓多元文化融合在
一起，創造出許多成就，是青年領袖們學習的榜樣。 Leeshan
Birney 女士和 James Birney 先生在過去數年為國際領袖基金會
提供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甚至在 Leeshan 身體不好的時候
也會來到會議現場，讓她無比感動。當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得
知 Leeshan 去世的消息後，第一時間通知她 Leeshan 的葬禮。
她同時感謝 Alex, Lily 始終如一地對國際領袖基金會的支持。她
說休斯頓是美好的城市，無論什麼時候她來到休斯頓，都受到休
斯頓朋友的感染和鼓舞。她說 7 月 19 日在華盛頓 DC 舉行國際
領袖基金會年度會議（ 19 th Annual Awards & Scholarship Ga-
la ），你們會聽到優秀國際領袖和下一代青年領袖的報告 , 歡
迎光臨。董繼玲是國際領袖基金會的創會人，也是義工，她的正
式工作是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 President & CEO ， Asian/Pa-

cific Island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 Entrepreneurship ） ，
負責亞洲商業事務，在全美各州和大
城市都有亞洲事務辦事機構。她說她
也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以及這裡的生
意夥伴有長期的合作關係，用一種聲
音在商業社區表達。

就職典禮上播放了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從創立
、不斷發展壯大到目前所取得的成就
的歷史片段。為紀念 國際領袖基金會
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前主席 Leeshan
Birney ，就職典禮上也播放了 她的的
生平簡歷和在 ILF 的貢獻。

國際領袖基金會聘任休斯頓國際
區區長、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
長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
生為 休斯頓諮詢委員會主席。 James
Birney 、李蔚華、許文忠、伯尼旭陽
、徐堯亮、許圣美、 Louis Li 、 William McGrath 、羅伯文、陳
明華、廖秀美、嚴杰、劉秀美、 Peter Chang 、 Paul Betten-
court 、 Lily Lee 、李智、 Frank Wang 、王妍霞任休斯頓諮詢
委員會委員。

休斯頓諮詢委員會李蔚華主席發表致辭，他說：“我代表休
斯頓國際區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熱烈歡迎華盛頓 DC 過來的國際
領袖基金會代表團，歡迎各位代表的光臨，恭賀董繼玲女士作為
傑出華盛頓國際領袖基金會的領導人。我們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已
有 15 年曆史，剛成立時和我們的共同主席金渃威等討論過在這
裡建立非盈利組織，這已經變為現實。過去 15 年我們在這裡服
務超過 8 千小生意（ small Business ）機構和團體。今天我們
在這個社區要完成兩項主要任務：第一，我們與華盛頓國際領袖
基金會通力合作，因為這是培養國際領袖的基地。第二，希望今
天過來的各界領袖支持和資助我們搞好教育建設，我們都是從不
同國家，不同地區移民過來，我們進學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
而我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也感謝 James Birney ， Lee-
shan Birney 的丈夫的到來， Leeshan 是我的好朋友，她總是按

時出席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委員會議。過去幾年休斯頓國際區開發
了很多新項目，經濟得到了發展，環境得到了改善，這要感謝
Leeshan 為休斯頓國際區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豐富
的遺產。” 他說很高興得到國際領袖基金會的信任，委託我兼
任國際領袖基金會休斯頓諮詢委員會主席，這是我的榮幸。國際
領袖基金會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商業領域都為亞裔領袖的培養做
出了突出的貢獻，有些人已經在不同的領域成為傑出的領袖。我
們休斯頓國際區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國際領袖
基金會為培養下一帶國際領袖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奉獻，共建美好
未來。隨後，休斯頓諮詢委員會榮譽主席、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委
員 James Birney 和休斯頓市議會代表 Sandy Strachan 女士 致
辭，她讚揚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為小企業的發發展壯大做出了突出
的貢獻。

最後，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和休斯頓諮詢委員會主
席李蔚華舉行了簽約儀式，並為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委員頒發了聘
任書。

休斯頓咨詢委員會李蔚華主席發表致辭休斯頓咨詢委員會李蔚華主席發表致辭。。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長董繼玲女士在就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長董繼玲女士在就
職典禮上致辭職典禮上致辭。。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與休斯頓咨詢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與休斯頓咨詢
委員會李蔚華主席簽署合同委員會李蔚華主席簽署合同。。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頒發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頒發James BirneyJames Birney聘聘
任書任書。。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為休斯頓咨詢委員會委員頒發了聘任書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董繼玲為休斯頓咨詢委員會委員頒發了聘任書。。

2018味全“華夏社團”
杯乒乓球比賽

【本報訊】華夏學人協
會主辦的2018“華夏社團
”杯乒乓球比賽於6月30日
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隆重
舉行。華夏學人協會已經連
續20多年舉辦乒乓球賽事
，每年都兩次比賽，一次團
體賽，一次單打比賽，在休
斯頓社區已深受好評。本次
“華夏社團”杯力求創新，
將第一次嘗試以各同鄉會或
社團名義組隊參賽，讓休斯
頓華人社區僑學商各大社團
通過比賽達到聯誼目的，推
動共建和諧華人社區。比賽
將根據各隊選手水平及自願
報名的方式分成A(高級組)
和B(中級組) 兩組進行。同
一級別的比賽每個社團可以
最多派出2個隊伍參加。希
望我們的“華夏社團”杯辦
成休斯頓“乒超”。鹿死誰
手？川渝、山東、安徽、北
京、上海、休斯頓總領館、
還是其他社團？請休斯頓廣
大乒乓球愛好者和朋友搬好
板凳。

比賽地點：德州乒乓球
訓練中心 Texas Table Ten-
nis Center

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比賽時間：2018年6月
30日，星期六

註冊：B組 8:30AM A
組10:30AM

開賽：B組 9:00AM A
組11:00AM

主辦單位：華夏學人協
會 (www.sinoprofession-
als.org)

贊助單位：美國味全公
司 (www.weichuanusa.
com)

協辦單位：德州中文台
AM1320 (www.Nihao-
Houston.com)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www.txtabletennis.com)

參賽規則：每個隊由
3-4名選手組成，要求只有
一名選手超過2200分，而
且前三名運動員總積分不超
過5500分。凡沒有美國乒
協積分的參加者由比賽委員
會根據其實際水平指定積分
。比賽先二盤單打，再一盤
雙打，最後二盤單打。決賽
採用七局四勝，其餘的比賽
都是五局三勝。比賽用球為

蝴蝶40+。
獎勵辦法：A組前三名

發給獎金（一二三名每隊獎
金分別為$200, $100和 $60
）和3個優勝獎杯；B組的
前三名授予3個優勝獎杯。
如有新的讚助，獎金額度可
能提高。歡迎贊助！

報 名 費：每人$15 (包
括午餐、飲料)。
報名時間：參賽隊必需在截
止日6月23前報名，以方便
組織管理。每組以報名先後
順序到滿16個隊為止。可
以到華夏學人網站報名http:
//www.sinoprofessionals.
org/registration/?action=
evregister&event_id=9

聯 系 人 ： 方 一 川
Yichuan.Fang@gmail.com
(404) 889-0919

趙世清 Zhaosq@yahoo.
com (678) 920-1040

黃 華 Eileen.H.
Huang@gmail.com (832)
474-0613

光鹽社癌症關懷 促進癌症療與抑制復發需知的幾件事
【本報訊】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由2018年4月開始

，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2:00至4:00，在光鹽社舉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

聚會共五次，包括由中醫師劉青川講淺談中醫對癌症的治療與防止復發、權煜-精神科醫師談
晚期癌症的心理建設及臨終關懷、張學鈞腫瘤科醫師談整體醫學對癌症病人後續治療與照護及王
琳-護理博士談促進癌症療效與抑制復發需知的幾件事，以及癌症倖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等各
種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重要資訊。

癌症關懷小組第四次聚會時間為2018/7/14 週六下午兩點至四點，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王琳博士, 1970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
，1986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

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陳康元醫師於1968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UC-
SD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
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
，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
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主講人：王琳-護理博士，陳康元醫師
時間：7月14日星期六，下午2:00至4:00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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