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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59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1/15-29金三国泰越柬15天郵輪$1788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 月日本    上海 $48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又是煙花綻放時
連Uber也對外洩露用戶資料
太空中心宇航員拍“電影海報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101_4分之1版簡

越來越多的華人在美國買房，
不同的人買房有不同的需求，有的
人買房是為了組建家庭，有的人買
房是為了金融理財投資等等。租客
、購房者、賣房者、房主四類人群都
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又各具特
點。

租客
美國的租房人數近年來明顯增加。
租房者的中位年齡為32歲。
近一半的租房者是單身，其中 1/3
是從未結婚的人。
雖然大多數租房者未曾結婚，但
78％的居民其實是與伴侶一起同
居。
美國租金中位數為1010美元，西部

租 金 最
高，中西
部 地 區
租 金 最
低。
57％的租房者表示租金上漲會影
響他們的購房决定，37％的租房者
表明自己的收入買不起房。

買家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是他們有
史以來最大的一筆交易，也是他們
為退休而準備的金融投資。在一些
熱門的城市，買房已經成為一種競
爭比賽，需要競價和談判。所以大
多數買家都依靠專業經紀人來幫
助完成整個過程。

買家的平均年齡在40歲，其中
71％的首次購房者是千禧一代。
買家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87500
美元，大多數買家為已婚夫婦，
可以依靠兩人的共同收入來購
買房屋。
美國經典的房型為3間臥室，2.5
間浴室，面積在1800平方英尺左
右，造價在20萬美元。

買家平均需要3-4個月的時間來尋
找他們的新家。
49％的買家在郊區購房，32％的買
家在城市購房，19％的買家在農村
購房。

賣家
雖然熱門城市處于賣方市場，但是
銷售過程仍然不簡單，主要有兩個
主要的目標：一是在自己喜歡的時
間段內賣掉房子，二是賣出自己想
要的價格。平衡時機和價格從而達
成交易的整個過程中，都充滿著未
知的挑戰與壓力。
賣家的平均年齡為45歲，其中千禧
一代占三分之一。
賣家平均在想要賣出的房產裏生
活了12年。
61％的賣家為首次銷售。
67位賣家賣房時至少做出一個讓
步，最常見的是降價。

房主
購房是一件辛苦又繁瑣的事。同時
也是一項巨大的投資，尤其是現在
這個火爆市場情况下，房產升值速
度遠高于過去水平。
房主的平均年齡為57歲，其中千禧
一代只有14％。
住戶家庭收入中位數為62500美元
，其中71％與配偶或伴侶住在一起
。
40％的房主都有寵物，其中狗的占
比高達30％。
幾乎一半的房主依然住在他們購
買的第一個房屋裏，但是這個百分
比隨著年齡而下降。
86％的房主在未來三年內沒有計
劃出售。
下一年房主待辦事項包括繪製內
飾（25％），改善浴室（22％）和裝修
房屋（21％）。(取材美房吧)

美國房產“四大人群”各有特點
看看看看你是哪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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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ocal Market Monitor提供的信息，收
集了3,000多個市場的數據，進行了最新的研究
之後，找到了以下八個美國投資最佳住房市場。

8.加州：薩克拉門托及周邊地區
雖然加利福尼亞似乎遙不可及，大都市地

區的房價過高，但並非每個區域都是如此。事實
上，預計未來幾年該區域將有一些非常健康的
增長，使其成為投資的絕佳場所。

目前，加州的薩克拉門托及周邊地區的平
均房價為327,073美元。該地區的人口預計未來
三年人口增長率將略低于4％，而僅在未來兩年
就業率就會增長約5％。僅這兩個因素將導致大
量新租房者進入該地區。

此外，預計明年的房價增長率為10％，預計
未來三年價格將高達33％，這使得薩克拉門托
及周邊地區成為一個投資房產的好地方，而且
正好處于華人較多的西海岸。

洛杉磯是一個房價很昂貴的市場，但現在
仍然值得考慮房地產投資，因為洛杉磯將于
2028年舉辦奧運會，前提是如果你找到合適的
房產。

7.德克薩斯州：沃斯堡，阿靈頓
德克薩斯州是十年前房地產泡沫破裂時沒

有受到重創的少數幾個市場之一。房價仍然相
對較低，而那裏的經濟顯示出增長的跡象，使其
成為考慮投資的好地方。

沃斯堡（達拉斯的姐
妹城市）及其郊區阿靈頓
的房產市場表現出極大
的潛力。目前，平均房價
僅為 235,398 美元，預計
明年將增長11％，未來三
年將增長26％。

此外，該區域的人口
預計在未來三年內將增
長 5.6％，在未來兩年內
就業人數將增長約5％。

6.密蘇里州：斯普林
菲爾德

在考慮美國的房地
產投資之旅時，一般可能
不會首先想到密蘇里州。

但數據表明這裏是值得投資者關注的
。

目前，斯普林菲爾德的房屋平均
成本僅為154,557美元。然而，當比較
歷史收入和房屋價格數據時，人們認
為這被低估了17％。被低估的房價不
僅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自行修正，而
且預計明年將增長5％，未來三年將
增長14％。

此外，預計未來三年斯普林菲爾
德人口將增加2.3％，未來兩年就業人
數也將增長5.1％。

5.田納西州：納什維爾
納什維爾近年來變成了單身派對目的地，

經濟蓬勃發展。事實上，這些婚禮前的慶祝活動
在每年為該市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游客消費中發
揮了重要作用。

納什維爾，戴維森和默弗裏斯伯勒地區的
平均房價目前為288,842美元，但預計未來三年
將增長27％（明年為10％）。預計該市未來三年
人口增長率將達到6.1％左右，預計兩年就業增
長率為5.5％。

4.猶他州：普羅沃
普羅沃距離排名第二的奧格登只有一個小

時的車程時。普羅沃/奧勒姆地區預計將在未來
幾年內與奧格登一樣實現增長。不僅預計明年
房價將從目前的 266,169 美元平均價格上漲
10％，而且三年的增長預計將高達31％。

最重要的是，該地區未來三年的人口增長
率應為 7.2％，就業人數僅在兩年內就將增長
6.7％。此外，這個城市是楊百翰大學的所在地，
這意味著潛在的租戶非
常穩定。

3.北卡羅來納州：羅
利-達勒姆

截至目前，當考慮到
收入和住房價格的歷史
趨勢時，羅利房價被認為
比預期低約3％。羅利的
平均房價目前為274,980
美元，預計一年內上漲
8％，三年內上漲 26％。
預計未來兩年就業人數
將增長 5.8％，三年內人
口增長率為4.9％。

2.猶他州：奧格登

如果地猶他州的房地產投資感興趣，奧格
登地區當然值得一看。奧格登的平均房價為
246,251美元，預計明年將增長10％。在未來三年
內，房價預計將上漲29％。除此之外，預計未來
兩年奧格登地區的就業人數將增加5.7％，人口
將在三年內增長5.1％。

1.佛羅裏達州：奧蘭多
位于陽光之州中心地帶的奧蘭多因迪士尼

世界而聞名。它非常靠近邁阿密和代托納海灘
這樣的大城市，但其房價又足以吸引家庭和預
算有限的租房者。此外，預計未來幾年市場將呈
指數級增長。

目前，奧蘭多的平均房價為247,550美元，
預計明年將增長9％。最令人興奮的是，僅在未
來三年，奧蘭多的房價預計將上漲35％！

佛羅裏達州中部城市的就業人數在未來兩
年內將增長約7.1％，人口在三年內增長近8％。
這兩個因素加上住房價格的上漲，意味著今天
的房地產投資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會非常有利可
圖。
文章來源：優資海外地產（yourszworld）

美國這八大潜力市場等你來你來！！
如何選擇回報高的房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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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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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房地產根據用地功能主要分為三類
：住宅、非住宅和混合功能。具體怎麼樣這篇文
章帶您一同瞭解美國房地產的分類。

美國的房地產根據用地功能主要分為三類
：住宅、非住宅和混合功能。

其中住宅根據建築的物理形式可以分為獨
棟屋（Single-family）和多戶住宅（Multifamily）；
而多戶住宅又可以根據單元數量分為兩單元、
三單元、四單元和四單元以上的住宅。

非住宅則跟國內類似，可以分為寫字樓、商
業零售、酒店、工業倉儲、旅游地產以及其他特
殊用地，比如大學、政府、醫院等等。

混合功能則是上述任何兩項以上的組合。
在公寓（Apartment）裏面，根據產權又可以

分為Condoinium（簡稱condo,獨立產權）和Cor-

poration（簡稱Co-op，共同產權）。不過行業裏
按照慣例，Apartment一般都是指擁有Co-op形
式的長租公寓（商業地產裏一般指4單元以上的
多戶住宅）。

Apartment和Condo外觀類似，都有點像國
內的小區，僅憑外觀很難分辨出來。不過大門口
的牌子一般都會寫明自己是 Apartment 還是
Condo。Apartment是出租公寓，整個物業的產
權屬於某個公司，然後這個公司再把各個單元
出租給不同的租客。Condo是出售公寓（當然你
也可以買來出租），每個單獨的業主擁有自己單
元的產權，但是不擁有土地的產權。確切的說，
Condo的業主擁有的是自己單元內部的空間，
這有點像國內的商品房。大多數Condo都有業
主委員會(HOA)。所以說，兩者最本質的區別是

產權！

買房當房東
美國市場成熟、法

律公開透明，購房程序
要比其它國家相對簡
單明瞭。美國不限制外
國人在美國買房，也無
套數限制。任何人都可
以購買美國房產，只要
你擁有中國護照，你就
可以完成購房交易，即
使你沒有美國簽證，也
可以通過傳真完成交
易。再加上美國的房價
一直保持上漲，因此不
少國內的個人投資者都會考慮在美購置房產。

1、在美國買房的主要選擇
在眾多房產類型中，國內個人投資者的主

流選擇是獨棟屋和出售型公寓。

2、在美國買房的隱性成本很高
投資者在購房的時候，往往只關注房價和

貸款月供。這時候就要注意了：買房後真正的成
本可遠不止這些。根據著名房產中介商Zillow的
統計，美國的房主們除了要負擔每月的房貸，平
均每年還要花上9,000多美元的額外費用。
房產稅：每年分別在十一月和二月分兩次支付，
與房產地點有關，約為1%-3%。全美平均大約在
2,000美元左右。
保險：美國大部分的別墅是木制的，因此政府要
求這類別墅繳納強制保險。費率根據房產所處

位置的自然災害發生概率和犯罪率决定。全美
平均約為1,000美元左右。
水電煤：每年大約3,000美元左右。
維護修理費：對別墅而言，屋頂、地下室、草坪、
室內裝修甚至車道都需定期維護，成本因情况
而异。一般成熟的小區會有物業管理公司按當
地房租的8%-10%收取維護費。全美平均為3,
000美元。
社區管理費（針對Condo）：通常包含社區管理
費及房產保潔、綠化、公共設施(游泳池，健身房)
等。

為什麼投資美國房地產基金
相較于其他類型的投資產品，投資海外房

地產基金具有很高的投資透明度，穩健的市場
環境，房源真實可靠，投資風險低。高租售比與
低空置率確保了穩定且較高的租金收益。
(取材美房吧)

投資美國房地產買房or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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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水晶
吊燈，櫥房花崗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 近Westheimer and Hillcroft ,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
銹鋼廚具,木地板. 僅售 $355,000.  租 $2,500/月,可立即入住.
3.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
新裝修；2018洗碗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4. 土地：Montgomery區，湖邊住宅土地，湖景優美, 有鐵門管制，高級社區. 僅
售$169,000
5.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6.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
立即搬入。
7. 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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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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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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房子都沒淹, 現在是買房好機會!
1, 糖城熱門社區TF, 全10分學校, Clement高中, 約4200呎, 5房4.5
浴室+影院+陽光房, 多樣升級, 8年新, 有湖景和綠帶, 交通便利. 集地
段佳/房子好/學校優/環境美四大優勢於一身, 僅64.8萬, 超值!
2, 糖城廣場旺鋪出租，約1600呎, 靠近繁忙6號公路, 周圍有多個住
家社區, 鄰近學校旅館，很適合做餐館甜品和奶茶店美容美發中醫養
生按摩等
3, 糖城名區*Riverstone,  FB好學區,約4仟呎,5房/4.5浴/書房/GM, 
戶型漂亮實用高挑頂, 2睡房樓下,裝修豪華,占地大0.38英畝, 後院有
小溪和大樹,風景優美安靜有隱私, 幾分到超市歺館, 僅45萬9, 良機！
4, Katy名區Cinco Ranch, 一層3房2浴, 學校好,交通便利, 近高中和
湖, 僅21.8萬, 適合投資.
5, 米城名區SP最佳地點, 近Riverstone, 3房+2浴+書店, 上區內三所
好學校, 僅22萬, 方便到市區醫學中心, 僅22萬, 投資自住兩相宜.

16300 Sea Lark Rd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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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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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任何生意來說，用別人的錢來為自己賺錢是正道。大
傢伙兒都這麼聰明，這個道理就不用細說了。房地產裏有三部
分能掙錢，主要是：

1.正現金流（Positive Cashflow）
2.房產增值
3.積累財富（Build asset，以租金養房）
對于一般的想進入房地產領域的人來說，資金是一個大問

題，對于大多工薪階層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怎樣把有限的錢用
在刀刃上，或者說用有限的錢買到更多的房子，是值得考慮的
問題。

十幾年前我開始買投資房時，手裏只有二萬美刀，還是欠
信用卡公司的債，若是還了，手裏就一分錢都沒有了，那可是
真正的無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用別人的錢投資就成了唯一

的選擇。
除了朋友外（我從未借過），能借到錢的地方

就是銀行和信用卡公司。銀行指房貸，信用卡公司
可以搞到些錢短期周轉一下，但裏面有些陷阱要避
免。我已經很多年沒朝信用卡公司借錢了，不知現
在的規矩變了沒有。

還有一種方法是Owner Finance，指的是房主給
購房者提供貸款。我的房子有三分之一是用這種方
法買到的，包括我的自住房。這種方式存在的理由
是房主在多年擁有出租房的過程中已經把房子的價
值通過抵稅的方式抵光了，要是一下子拿到賣房全
款，就會面臨著全部交稅的問題。因此願意用Own-
er Finance的方法降低每年的上稅額和稅率。

還有一個原因是房主要退休了，不願意再投資
，因此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穩定的收入和吃點利息。
當然還有就是房子所在的地區一般，房主用它來吸
引投資者。

對于賣方來說，要求是房貸已還清，或用買
方的首付還清房貸，極端情況下會自己掏錢還清。

房地產投資的第一步是找房子，其實是找Deal，從上市
的房子中找只是方法之一。還有個方法是多認識所在區域的
投資者（房東），說不定就會有收穫。能避開房產代理，對
買賣雙方都有幫助。

有一次我在給自己的一個投資房換Siding，碰到旁邊房
子的房東，就聊了起來。聊的結果就是從他那買了兩個房子
，都是Owner Finance，Deal 很不錯，基本零首付。其中一
個房子買入價六萬五，現在月租過兩千。後來他有朋友想賣
房時都先來問問我，只可惜除了幫朋友買了一個外，沒什麼
太好的Deal。

不試是不知道的，試試是一定沒有壞處的。
Owner Finance對于買方的好處是不用跟銀行打交道，

可以省幾千元的Closing
Cost，且沒有貸款數目
限制。能不能達成協議
的關鍵是看賣方是否願
意這樣做。

在賣方市場的情況
下，這種情況較少，但也不是不可能，買方市場時機會較多。

房子的轉讓過程和正常過戶一樣，只不過是賣方代替了銀
行。過戶後把雙方的貸款協議在鎮政府登記一下就可以了，很
簡單，後來我自己去辦理過戶的手續，律師費都省了，當然這
只限于和朋友間。

至于貸款的利息，首付，年限都是可以協商的，一般情況
下利息會略高于銀行利息。

有時賣方為了穩妥起見，會要求把Title 放在賣方律師手
裏，如果有幾次不交貸款，房子會自動轉回去，我的自住房就
是這樣。這也沒啥大不了的，只要按時交錢就是了，以後要是
自己給別人做Owner Finance時可以考慮這樣做。

做房地產投資不是去臥兒馬買東西，也不是買一、兩個房
子就大功告成了。在擴張期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在找Deal上
，包括Owner Finance。只要是下足了功夫，什麼奇跡都會發
生的。

房地產投資首先是一個Money Game。（文章來源：美房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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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談談Owner FinanceOwner Finance

買房說這些話買房說這些話？？可能會後悔哦可能會後悔哦！！
不論你是首購族或房市老馬，準備買房子都會很興奮。

但是對賣主或代表賣主的經紀過于坦率，可能導致買房吃虧、
後悔莫及。所以在你開始物色房子前，記得儘量不要向賣主或
他的經紀說這幾句話：

1.這是我夢想的房子！
想處于對你有利的談判地位，就應像撲克選手不動聲色，

否則賣方知道你對房子愛得不得了，他就可多賺些錢。

2.你為什麼賣房子？
絕不要問屋主為何賣屋，不但不禮貌，還可能造

成令人不自在的場面，也許屋主離婚、換工作、甚至
更糟的原因，但都與你無關，若有出價戰就可能對你
不利。

3.這張沙發真難看
不要告訴賣主或其經紀，他們裝潢或挑家具的品

味低，以免激怒他們，選另一名買主。

4.我想馬上打掉這道墻
賣方在這棟房子有很多回憶，若聽到買方想大手

筆改造，可能拒絕買方的出價或提高價錢。

5.我付得起(某一數字)的錢
地產經紀說，購屋者絕不要向賣主或其經紀，談論融資或

支付全額定價的能力，否則有礙取得最公平房價的談判過程。

6.住在這裏好嗎？
你可與鄰居聊天瞭解小區，讓他們主動提供信息，但不要

提出侵擾性的問題，以免讓人擔心你是惡鄰。

7.你絕對買不到這個價錢！
也許你不會為買這棟房而出某個價錢，但是身為買方，最

好不要聲張你的想法。 即使你覺得定價過高，但有可能仍處
于小區類似房子要價的範圍。

8.我願付(非常低的)價錢，怎麼樣？
出價時，采取你的經紀建議，不要叫經紀向賣方多次出超

低價，否則會讓賣方覺得被侮辱，認為你不是認真的買家。
（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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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置房產時，很多人會考慮房價、地
區、貸款、地稅、投資性、學區等許多不同
因素，但往往容易忽略這些因素背後相當重
要的一環─ 「土地使用規劃」 。

美國的規劃和土地使用系統實際上是很
複雜的。不同的地目劃分會影響人口結構、
外觀、密集度、使用目的等。當然，地目劃
分非一成不變，它會根據日後的發展需要、
社區形態改變、重整紊亂的區域等不同需求
與時俱進。

由于我們主要是在加州，所以比較熟悉
這裏的體系。加州實際上也是一個在城市建
設和發展法規上最複雜的其中一個州。以下
的探討都局限于加州。

General Plan
美國把土地使用的立法下放到州政府。

根據加州的憲法，在加州的任何一個城市或
者郡(county)都要有一個長期的，綜合的Gen-
eral Plan(總規)。這個General Plan有時也叫
Master Plan。它是一個政策的闡述和執行政
策的手段。它們通常包括這個地區的背景材
料比如經濟的規模，城市發展，人口的增加
，和現存土地的使用情況，對地區的未來發
展制定了目標和政策。在一個或者多個城市
地圖上表明了人口的排列(population distri-
bution) 和相對應的土地使用和人口密度。

加州的政府法(Government Code)要求
General Plan包括下面一些內容：

1.土地使用：人口密度的標準和建築密
度。

2.交通：公關交通系統和道路系統。
3.居住：要考慮到所有收入水平的居住情

況。
4.自然資源的保護。
5.根據消遣娛樂的需要和大眾的健康和安

全建立開放的空間(open space) 來保護自然資
源。

6.噪音問題，要考慮到現狀還有預計到未
來。

7.要從安全上考慮到防火和地震，也要考
慮到地質上的危險。

根據改地區的地點，它同時還要考慮到

海岸地區的發展，如何保護礦產和森林資源
，如何在抗震地區進行發展，如果有歷史遺
跡，它也要對此進行考量。

1982年以後，所有的郡要把如何處理廢
物和垃圾寫到這個general plan。如果該地區
有機場，必須有一個機場土地使用委員會寫
的機場土地使用的計劃，這個計劃也必須是
和General Plan是相吻合的。

這個General Plan是由當地的規劃委員會
起草，最後由當地立法機構批准，然後由州
政府認證，最後成為該地區的法律。在加州
政府法裏規定如何制定這個General Plan或者
它的修正案的工作程序，必須現有一個由當
地規劃委員會主持的公共聽證會(Public Hear-
ing)，規劃委員會投票表決，超過半數就可以
通過。

然後由當地議會主持另外一個公共聽證
會，經過他們的投票批注才可以成為立法。
當時這種General Plan在公共聽證會裏辯論的
時候，任何大眾老百姓都可以去那裏發言。

The Specific Plan
在General Plan被批准開始執行後，根據

情況，就其中的一個小區或者小範圍有時會
有一個Specific Plan。在這個Specific Plan中
，它通常更注重人口的增長，經濟，環境。
它也會考慮到道路的具體設計，城市的基礎
設施(Utilities), 預計的人口密度，建築設計和
建造的要求，地形等等。這個Specific Plan可
以很具體到不需要更進一步的土地使用規範
，比如Zoning。一個城市只能有一個Gener-
al Plan，但是可以有很多Specific Plan。

Zoning的源起與沿革
從1870至 1880年代開始，曼哈頓開始發

展住宅大樓，其後漸漸開始成為金融中心，
並且對于辦公室的需求越來越大，加上鋼架
與電梯技術的發展，樓層越來越高；在此同
時，大量新移民讓租房需求大增，衍生出過
度擁擠的土地開發以及所帶來的妨害，如工
廠噪音、灰塵、黑煙、臭氣污染、商業惡臭
、老鼠等衛生問題，讓大聲疾呼需要分離住
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與訂定更有效率的建
物高度與用途管制快速提高分貝。

1916年制訂的初步分區協議包含對高度與
建築物內縮的限制，以及建立住宅區並排除
有不協調用途的建築等規定，減少與避免混
亂，提升社區的空間、健康與安全等，這就
是土地使用規劃的開始，也是全美其他發展
中城市參考的模型。

隨著移民的持續快速增加、新的大眾交通
工具路線、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經濟與生活型態
改變、汽車使用率大幅上升等改變對土地的使
用方式，產生了在1916年訂定協議時沒有考慮
到的交通與停車等多項問題；因此在1961年修
正了協議，納入停車位、容積、開放空間等要

素，讓用途不同但卻可兼容的建物可以在同一
區內混合使用，並規劃出特定區允許特殊的混
合使用，使有特色的區域能延續原先其特色，
達成新舊城市的兼容性。

Zoning是把城市劃分成區域。這個區域
就稱為Zones. 它主要是對土地的使用進行必
要的限制。對在這塊土地上的建築物也進行
必要的控制。Zoning是一個控制土地使用和
執行General Plan的主要工具。

Zoning的區域劃分
Zoning是由加州憲法授予給當地政府的

權力，它必須符合該地區的General Plan的長
期目標。如果這兩者出現衝突，以 General
Plan為准。任何人都可以向州政府舉報任何
違背General Plan的行動。

Zoning通常規定：
1.使用性質。比如你在這塊土地上可以幹

什麼用。是農業用地就不能建造住宅。
2.最小的可出售或者可使用的土地大小。
3.建築物高度。
4.土地建築覆蓋率。
5.建築紅線。
6.建築密度。
7.綠化。
8.停車比例。
等等
Zoning根據General Plan 和別的相關法

律規定每個區域的使用性質。比如：

1．住宅
規劃以R為代表，共有10種等級(R1-R10)

、29種類別，並以數字高低來代表居住密集
高低，如R7的住宅密度要比R1高。住宅區所
占的分區比例最高，約有75%的土地分區都
是屬於住宅區。一般而言，如果所住的地區
是屬於R1-R5，表示你所住的地區是屬於住宅
密度較低的地區，人口較少、大眾交通工具
較不便捷、擁車率較高，房子多數許可是獨
立一、二家庭，或是半獨立房子(Semi-De-
tached)，或是兩者混合區、一至兩家庭的連
棟屋(Rowhouses)等。R6-10為中度-高度人口
密集區，大眾交通運輸較為便利，有較多的
住宅大厦。無論是哪一種分區，在不同等級
、類別下對于建物與建地本身有不同程度的
要求。以住宅區中最單純R1-1獨立一家庭為
例，建地最少要有9,500平方英呎、寬度最少
要有100英呎，前院與後院各自要有20、30
英呎的長度，房子兩側各自要有至少15英呎
寬與一個停車位。

分區符號後跟有A、B、D、X的都是有環
境脈絡管制(Contextual Zoning)的，如R6A、
R7B等。環境脈絡管制有時被稱為是高度因素
(Height Factor)，用以規範新建築的高度、位
置等，以維持所在地區原有的社區或是建築

特色。

2．商業
為了兼顧居住質量與住民日常生活需求

，在大多數的商業區(以C為代表)也可允許住
宅，除了游樂園規劃區C7及商業/工業區可同
時存在的C8以外。如同住宅區一樣，數字愈
高代表商業密集度越高。住商混合的型式提
供居民更便捷的生活質量，例如C1或是C2周
遭是以住宅區為主，但允許像雜貨店、乾洗
店、餐廳、藥房等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的小型零售業設置；至于住商混合樓(Mixed
Buildings)的商店則限制在大樓的一樓和二樓
。同時，為了配合實際狀況，這類的住宅建
築對于前院或是兩側的空間就沒有要求。

3．工業
畫分以M為代表，M1-M3較為簡單。M1

屬於輕工業，例如批發、倉儲、木材加工等
，通常也允許一些零售業或有限制的社區建
設使用，例如醫院、旅館就可以蓋在劃分為
M1的輕工業區內。這些完全根據每個城市的
具體情況而定，每個城市的分類都不一樣。
每塊土地都有它的使用性質。

如果你想在一塊住宅用地裏造一個托兒
所或者教堂，由于住宅用地不能允許。

Zoning的法規可以允許用“有條件使用
許可”(conditional use permit)來批准“不符
合使用”(nonconforming use)的項目。比如在
住宅的zone裏建造一個教堂。這個必須經過
公共聽證會討論，規劃委員會，和市議會批
准。時間很久，一般要六個月到一年以上的
時間。

Zone一旦定下來，也可以該變使用性質
，這個叫rezoning。一般來說，這個也必須
經過公共聽證會討論，規劃委員會，和市議
會批准。時間也很久。

有時，土地的擁有者可能會發現如果他
嚴格按照zoning，他自己就會處于一個很不
利的局面，他也許很難得到他/她應該有的權
力。這種情形，你可以申請zoning variance
，這是個行政上的決定，不需要經過公共聽
證會合議會批准。如果你的申請沒有得到批
准，而你自己認為這不合理，你可以zoning
board上訴，甚至去聯邦法院上訴。

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在執行這些政
策和法規的時候，沒有任何別的行政干預。
一切都是很透明。（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1215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買房不可忽視的因素美國買房不可忽視的因素：：土地使用規劃土地使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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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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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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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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AA88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8年12月31日 Monday, December 31, 2018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1224B 簡

美國的中產階級,妳了解嗎？
（來源:爾灣華人網）近來看見很多文章探討

國內中產階級的標準和生活，比如有以家庭年
收入達8萬以上的劃分標準，也有以有房有車為
要求，也有進一步指出應該以有房有車無貸款
為前提，甚至還有人提出具體的生活標準，比如
某所謂成功男士覺得中產的標準是吃飯上哪家
餐廳、飲料得是咖啡、衣服手表得是什麼牌子。

這個標準筆者認為有點荒唐，穿衣吃飯個
人有個人的喜好，有千萬富翁喜愛粗茶淡飯的，
也有工薪階層節衣縮食買名牌包的;這樣的標準
同時反映我們社會現在過度追求物質、急於用
名牌來證明自己成功或幸福浮躁心情。

中產階級的提法來自西方，在美國，最早對
中產階級做出學術界定並分類是在1951年，但
是不同的學者對中產階級的界定有不同的標準
，根據這些標準，美國有25%—66%的人口可以
劃分為中產階級。後來的學者還對中產階級群
體進行了細分，比如上層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
階級。雖然各個學者對中產階級劃分有不同的
標準，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根據家庭年收入、
從事的職業、教育程度來劃分的。受過大學教育
是中產階級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這只是對中產階級劃分的一個學術標準，
可以說到現在美國也沒有一個確定的唯一的標
準，比如在去年的減稅大戰中，民主黨人認為20
萬美金以下的為中產，共和黨人認為則認為低
於$131,450 的才為中產。也有將 25 萬以下劃分
為中產階級(其中15 萬以上為上層中產)，25 萬
以上為富人(約占人口的5%)，40萬以上為超級
富人的(占人口的1%)。

美國的中層階級占到一半或者65%(根據不
同的劃分標準)，因此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軍，
也是消費的最大群體，進而他們生活是否穩定
對社會是否穩定起到很關鍵的作用—美國的中
低收入者例如工人階層、窮人群體在稅收、福利
方面都得到政府的救濟和幫助。

至於中產階級的生活似乎也有一定的標準
，一棟房子，一到兩部車，甚至一兩只寵物是美
國中產階級生活最生動的描述。不過車在美國
並不是有權、有錢人士的專屬，而只是必備的生
活工具，因為在美國除了大城市外，並沒有我們
國內品種齊全的交通工具，而且美國人大都喜
住郊區，因此擁有車輛是生活必需品。

美國房價遠比國內便宜(房價和當地居民收
入比)。美國中等大小房屋(獨立式房屋)全國平
均價位18萬的樣子，居民年家庭收入去年為5.9
萬，因此置房的壓力沒有國內大。但是美國絕大
多數人都只有一套房子，我想原因一是因為美
國炒房成本太高：地產稅每年交，一般為房屋價
格的1.5%-5%，各個州各個郡規定不同;其二是
美國再好的單位，包括政府機構都不會為員工
分配住房，像國內好的國有壟斷單位及政府機
關工作人員可以享受福利分房或者低於市場價
購房然後出售獲得巨額盈利自己再購房的現象
不存在。

除了超級富豪，美國人買房都會貸款，包括

美國現在的總統和副總統，
除了他們習慣今天花明天
的錢以外，還因為貸款的利
息可以減稅，而且一但國家
大的經濟環境不好，政府會
出臺一些救助屋主的政策。

和國內那些富裕中產
家庭個個擁有幾套住房，熱
烈購買奢侈品不同的是，美
國的富裕中產更在意的是
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比如海
外度假、在花園裏建遊泳池
，購買船舶等。

在美國中產階級都有
還款的壓力，而且他們最擔
心的就是失業，在國內的國
有單位、機關上班一般只要
無重大道德或職業上的大
差錯，可以在一個單位混到
退休，而美國除政府外幾乎
都是私人公司，工作不努力
可以讓妳走入，銀行上班的
，出過幾次差錯的，考核老
在後面的也得走入，還有很
多理由可以解雇員工。失業
後沒有找到工作，有沒有儲
蓄繳納貸款的，幾個月後銀
行就會拍賣房子。

和國內比，美國中產階
級比較無憂的是醫療，當然
前提是得有一份工作，美國
的絕大部分公司都提供醫療保險，包括那些幾
個人的小公司，店鋪等，很多公司為兼職人員提
供全面的保險——我以前兼職時，也是醫療、牙
科、眼科、人壽險等保險全部都有。

一般的小病，得先去看自己的家庭醫生，每
次的費用大概在20美金左右，包括一些檢查，筆
者這段時間背疼，先後做了血液檢查，超聲波，
背部掃描，甚至CT等，每次檢查的費用也就是
10-20塊，有時還不付。進醫院也是絕大部分費
用由保險公司承擔，很多公司還規定了自付的
最大比例，比如我們銀行有兩種，一種保險是自
己年最大自付額度為1500美金，一種是3000美
金(都是指進醫院的手術治療等)。

在教育費用上，美國中產階級也要輕松很
多，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免費，家庭貧困或者低收
入群體孩子還能在學校享受免費早餐、午餐，甚
至有些學校還允許他們帶些回家給家人享用。
不過美國幼兒園和托兒所很貴，因此很多女性
都選擇在家裏將孩子帶到6、7歲再回到職場，移
民則通常將孩子送回自己的國家或者接父母來
幫著帶孩子。美國大學學費也很昂貴，在自己所
在的州讀大學比較便宜(學校對自己州的學生學
費有很大的優惠)，但是誇州又是名校就很貴了，
不過美國學校一般為學生設有一些顧問，為他
們設計合適的融資途徑，比如學生貸款，兼職工

作，獎學金等。
日常生活：我接觸到的家庭(常來往的)家庭

年收入大都在 25-40 萬美金，在美國他們也屬
於富裕家庭或者最上層的中產家庭了，但是感
覺他們的生活遠遠沒有我看到國內的那些好單
位的普通員工過的闊綽。房子大都是一套，夏天
的衣服、鞋子上一百美金她們覺得很貴，周一到
五也都自己在家煮飯，也少有每周都去美容院，
或者下班後去桑拿按摩的(不過這個在美國並不
流行，大部分人都是下班就回家)。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稅收和其它政
策都是典型的劫富濟貧，這些收入聽上去很高，
除掉稅金、保險(根據美國的新保險法案，從今年
起高收入者得每月的保險金有很大程度的上漲
，而中低收入者會有很大程度的減免)，一般都沒
有了，而且很重要的是美國的公司是不會為員
工“合理”避稅的，上稅的收入包括工資、獎金、
分的股票，甚至加班，可以說是妳得到的每一分
錢都得納入稅收的範圍，他們也沒有任何隱性
的收入。

他妹夫(一家保險公司在新州的CFO)拿到
10萬美金的年終獎，可是扣除了稅金、保險就只
有五萬了。我家先生的年終獎也是扣了稅和保
險也就只有一半了。我記得以前在中行上班時
發的節日獎、季度獎、年終獎，從來就沒有交過
稅，不知道現在是否有所改變?

所以綜合來講，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醫療、教
育費用上，不太有後顧之憂，他們不用為還沒有
將來的疾病和未來孩子的教育拼命攢錢，沒有
那種因為沒有一定存款而心裏恐慌的感覺。他
們也沒有撫養老人的負擔，雖然美國的養老體
系和西歐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絕大多數老
人都有自己的社會保險金，老人醫療保險等，而
且美國的老人很多70多歲還照樣工作，子女在
父母遇到困難還是會給與經濟上的幫之，但

是整體講，美國大多數人並沒有贍養老人
的負擔。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沒有我們想象
的那麼富有和闊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挺節
約的(僅指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用折扣券，衣
飾包類不追求名牌，也不會天天去餐廳吃飯，去
餐廳吃飯點菜也沒有點上一大桌的豪爽和氣派
，更不去高檔場所按摩桑拿。他們最典型的生活
是下班回家和家人呆在一起，分擔家務，陪伴孩
子，發展自己工作外的愛好，周末出去吃飯、去
教堂、也去看電影，打球，夏天在自己的花園裏
BBQ，休假時帶上全家去沙灘度假，條件好的出
國旅遊。除了孩子小時而那時雙方都上班要雇
請保姆外，其它時候美國中產階級都很少會請
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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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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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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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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2018年，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外交用一
张十分亮眼的成绩单，提振了世界的信心。正
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2018国际形

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所说：“中国外交就像
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不为任何迷雾所
惑，不被一切风浪所阻，稳健而又坚定地沿着
自己确定的方向劈波斩浪、砥砺前行。”

环 球 热 点

2018年，于世界而言，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一年。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单边保护
主义不断蔓延，现存国际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大
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
去，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难题接踵
而来。

身处迷局之中的世界亟待一名充满智慧的舵
手，拨开云雾，引领航向。中国勇挑重担。

主动设计 全面开花

回望 2018 年中国在国际舞台留下的身影，
不难发现，无论是主场外交还是周边外交，无论
是在多边平台还是在双边场合，中国外交可谓全
面开花。

扩大开放，这是 2018 年中国外交打出的一
张“王牌”。从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到6月的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从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到 11 月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
年，中国主场外交高潮迭起，扩大开放的信号频
频释放。

“2018年，中国在外交上主动设计，进行议
程设置，引领议题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看点。同
时，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对外开放成
为中国外交贯穿全年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中国
针对当前国际形势给出的一个总答案。中国希望
加强开放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多边机制的
信号非常清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

外交学院教授高飞也向本报记者分析指
出，2018 年，结合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中国
做了多件大事。其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中，中国以进博会为标志，不断扩大开放，推
动全球自由贸易的稳定与发展，为世界增加了
确定性”。

维护多边主义，这是 2018 年中国外交不懈
努力的方向。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
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巴新非正式会议、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等国际多边平
台，中国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为推动
各方维护多边主义及全球主要多边机制的中心地
位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8年，多边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二
十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主要多边财金经
贸机制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积极参与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多边机制
的各项议程，在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
织等诸边机制中发挥引领作用，维护基于规则的
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
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王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中国
外交在2018年取得的突出成果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也
认为，“2018 年，中国外交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维护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秩序，从原来的顺势而
为，到如今的谋势而行，提出的合作理念越来越
受到广大国际社会的认同，具有鲜明的特色。”

扎紧“朋友圈”，这是2018年中国外交的重要
成果。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习近平主席参
加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对俄进行“点穴式外交”，

有效提升两国关系，也展示出两国共同维护世界
战略平衡稳定的积极姿态。中欧关系势头良好，
携手成为维护世界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

此外，中美元首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
间举行会晤，对外释放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预
期。

“中国周边外交也收获颇丰。习近平主席和
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的‘东湖会晤’非常成功，
使中国和最大的邻居国家关系出现转圜。朝鲜半
岛在积极推进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等互联互
通，‘一带一路’精神成为实现地区和平的重要
方式。中日关系等其他周边关系也都有普遍改
善。”王义桅说。

还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堪称中国外交的
“南南合作年”，从中拉、中阿到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实现了全覆盖，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各地区都
愿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伙伴。尤其是对于发展中
国家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他们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拓展经贸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了。”高飞
说。

引领航向 不负期待

中国外交积极进取，源自与日俱增的国力带
来的满满自信，也源自波谲云诡的世界寄托的深
切厚望。

2018年，于中国而言，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一年。今年是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站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自信，从过去更多地适应国际变局，到如今
主动出击、积极引导、开拓进取，凭借自身力量塑
造发展环境。”苏晓晖举例称，在朝核问题、伊核问
题等地区问题上，中国都明确表达自身立场，力推
地区和平发展。

王磊也认为，中国外交表现活跃，成果显
著，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及国家
实力进一步提升奠定了扎实基础。“基于改革开
放 40 年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经济在 2018 年加
大改革开放力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且
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了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地位，为中国外交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推动全球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国际格局演变为中
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空间。“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欧
洲各国自顾不暇，西方缺乏‘领头羊’。中国长期体
制稳定、政策稳定，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
动力，是一个确定的力量，因此世界对中国寄予更
多期待。”王义桅说。

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确
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为进入新时代
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中国
应对世界变局、战胜各种挑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让世界对
中国外交更加充满信心。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在2018年能够
沉着冷静应对世界变局、积极有效取得丰硕成果
的有力思想保障。”王磊说。

苏晓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
重要核心。“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期待

的世界应有的样子。我们认为，世界的发展并不
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在这一核心下，中
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回答了如何与其他国
家相处的问题，并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进
博会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在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
的事。”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孟买） 前主席苏廷
德拉·库尔卡尼也认为，中国领导人站在全人类
共同利益的高度思考问题，主张各国协调发展，
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这表明共同发
展、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中国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有坚定的领导力
量，追求多边主义、奉行合作共赢的政策选择顺
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与时代要求，这些因素结合
在一起，成为 2018 年中国外交表现出众的根本
保证。”高飞说。

中流砥柱 尽显担当

即将过去的一年，世界变化错综复杂。让人
安心的是，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始终不变。通过在
各大外交场合发出“好声音”，中国为世界发展
不断注入正能量和新动力。

“在国际社会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中国
成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合作发展的中流砥
柱。”高飞认为，这是2018年中国外交对于世界
而言的最大亮点。

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清晰
明确——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018年，这些角色更加
突显，获得世界多数国家的由衷认可。

在朝鲜半岛、阿富汗、叙利亚、伊朗、乌克
兰、巴勒斯坦等其他热点地区，中国同样积极斡
旋，力促矛盾缓和，维护地区和平。这些都是
2018年中国为世界和平所作贡献的有力例证。

为期 5 天的进博会交易采购取得丰硕成果，
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578.3 亿美元。新加坡

《联合早报》 称，这个国家级博览会被视为从
“中国制造卖全球”向“中国市场买全球”转型
的标志性活动。5周岁的“一带一路”倡议继续
走深走实，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受
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合作平台。这些都
是2018年中国致力于全球发展的生动注脚。

在各国关心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这一问题
上，中国始终态度鲜明，主张将改革重点放在

“维持世贸组织基本宗旨和原则”、“照顾大多数
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表明应强化世贸组织的自
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这是中
国维护国际秩序并且努力使其更为完善的用心付
出。

回顾过去一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新兴经

济体，中国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
极化、维护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共同发展发挥
着引领性作用。”王磊认为，如今的中国，是全
球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是全球多边治理的引领力量。中国在世界
主要多边舞台倡议和推进全球发展议程，持续努
力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苏晓晖认为，2018 年，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
交往中，还展现出两个尤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在
与其他国家交流分享发展经验、发展道路时更加
自信。中国的发展模式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选择。今年，习近平主席
出访阿根廷、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拉美国
家及太平洋岛国时，中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一个重
要的讨论内容，这些国家对此很感兴趣，希望学
习借鉴。二是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些国
家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承担责
任、推动国际合作，展现出对人类命运、人类发展
的担当”。

在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
社长威廉·琼斯看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在全
球治理方面的实践，“将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本
质，并带来体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改革，这将是
历史性的大事件”。

2018，中国外交巨轮破浪前行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位于黎巴嫩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地医院内在位于黎巴嫩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地医院内，，维和官兵在义诊活动中告知当地居维和官兵在义诊活动中告知当地居
民用药注意事项民用药注意事项。。 杨双权杨双权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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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口直接進口，，農業園藝超市盛大開幕農業園藝超市盛大開幕

【本報訊】 美南國際電視台（STV 15.3）的《現場面對面》欄
目12月21日錄製一檔專門談“台獨”的節目。由欄目主持人鄧潤
京請到休斯敦著名僑領江震遠先生談談他的見解。

江震遠先生早年畢業於中華民國黃埔陸軍官校39期憲兵科。曾
經擔任過蔣經國先生官邸的內衛連連長。來美定居休斯敦曾任榮光
會會長，現任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美南分會會長。在休斯敦僑屆的
許多活動中都可以看到江震遠先生的身影。

談到“台獨”，就不可避免地談到“一個中國”政策。這個提
法很特別，世界上很少有類似提法。魁北克鬧獨立，也沒有“一個
加拿大”政策；得克薩斯州鬧獨立，也沒有“一個美國”政策。 ”
一個中國”的提法，最早和一個美國人有密切關係。他就是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博士（1973年至1977年任美國國
務卿）。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國政府共同簽
署的三個外交公報，包括了《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
《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是中美在冷戰時期開啟對話和關係正
常化的重要基礎。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部分在今天看來顯得更加重

要。從中美兩國建交開始，美國政府主張其兩岸政策是基於“一個
中國”政策。而具體提法，與基辛格博士的智慧有關。原話是：
“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江
震遠先生認為這就是“一中”，沒什麼“個表”的問題。

江先生還談到，“台獨”和魁北克鬧獨立、得克薩斯州鬧獨立
以及北愛爾蘭鬧獨立不一樣。後者就算獨立了，其加拿大政府、美
國政府以及英國政府仍然存在。 “台獨”是利用中華民國的框架和
資源鬧獨立，一旦獨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將不復存在。江震遠先生
在電視欄目中很想問問身在台灣的有識之士，就沒有人用中華民國
《憲法》來起訴那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嗎？

在台灣，主張“台獨”的人還真是不少。具體有哪些人呢？據
江震遠先生分析有三部分人，或者說是三個不同團伙。第一部分是
本土的，當時反對日本殖民統治，主張台灣獨立。第二部分人數最
多，是二戰結束後日本投降留下來的日本人，現今人口膨脹到幾百
萬。他們自稱為“皇民”。江先生認為這個稱謂不妥。他們並沒有
生活在日本天皇統治之下，並不是“皇民”。他們生活在中國的台
灣，從這個角度看，應該稱為“倭民” ，倭寇的“倭”。這部分人

主張台灣獨立後併入日本版圖。第三部分人，人數不多，自稱為
“51俱樂部”，讀為Fifty First Club , 而不是Fifty One Club。很明
顯，這些“第51”搞台獨的人，就是想獨立之後成為美國的第51個
州。台獨團伙各有各的如意算盤。

台獨分子也可以分成不同種類。按“台獨”的迫切程度分為：
急獨派，馬上宣布獨立，以辜寬敏為代表。法理台獨派，以陳水扁
為代表。漸進式台獨派，以蔡英文為代表。
目前看來，漸進式台獨派的危害最大。通過修改教科書，使台灣的
中小學生逐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統一的
難度不斷加大。

怎麼辦呢？江震遠先生認為台灣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反
分裂還是有些被動。應該建議中國大陸著手製定《國家統一法》。
這樣才是爭取主動。

《現場面對面》欄目將於元旦之後播出。時間是晚上7:30到8:
30。敬請關注。

【本報訊/鄧潤京】12月22日，星期六上午10時，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NZY Farm World
在休斯頓西南的里士蒙市（Richmond City） 正式開業。

超市的營業面積愈兩萬八千平方英尺，佔地超過兩英畝。改裝前是賣文具、賣辦公室用具的
大型超市。里士蒙市地處鄉下，原來都是放牧的草原。將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開設在這裡，正
逢地利之便。

據NZY Farm World超市的東主Michael Zhong介紹，主要產品包括寵物、農業、戶外、狩獵
，以後還會增加釣魚。拳頭產品是農業機械，割草機、深耕機、齒輪箱。這些是國內生產，在休
斯敦銷售。後來覺得作為超市顯得單調，又增加了園林、園藝、小擺件等小商品。並且，利用場
地，開設了一家名為“Beijing Cafe”的自選中餐廳。鍾先生還介紹說，剛開張，還有6個貨櫃的
商品正在路上。

為什麼會做農業方面的產品，而不是做老百姓每天都需要的食品呢？ Michael Zhong的答案
是，一，食品有保質期的問題，時間久了會變壞。而機械產品沒這個問題。二，在休斯敦華人開
的農業用品超市本店是第一家。以後準備在休斯敦其它地區開設多家，看看能走多遠。

商業房地產經紀人倪大剛介紹說，這個場地原來是Office Depot的場地。 Office Depot和

Office Max合併後，這個地方就騰空了，因為不遠處已經有了Office Max。這個地點緊鄰沃爾瑪
，旁邊是本市最大的圖書館和郵政局。距離社區大學也不遠。這裡交通繁忙且便利。當時看上這
裡，價格談下來了，非常滿意。倪大剛還說，休斯敦許多人家都有前後院子，可以種花種樹種菜
，也可以養殖動物。新超市的開張可以很大程度上滿足華人這方面的需求。另外有需求，也可通
過新超市的國內進貨渠道得以解決。

鐘廣軍先生是Michael Zhong的弟弟。他80年代在山東煙台生產的齒輪箱就開始通過代理商
出口到美國休斯敦。目前深耕機有4、5、6、7尺等四種不同型號。割草機有15個品種，最大型
的有14和15尺的。在接受美南電視台記者鄧潤京採訪時，他說：在美國，我們的深耕機和割草
機是型號最全的。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要。將來願望是通過休斯敦的農機商場，覆蓋美國的農
機市場。

談到中美兩國之間的外貿摩擦，鐘廣軍先生談到，已經受到很大影響。目前的進口關稅已經
到了25%。進口關稅的上漲，增加了所有進出口廠商都困難，最終也會增加消費者的負擔。

全美山東同鄉會原會長孫鐵漢參加了老鄉當天舉辦的開幕典禮。他認為這家超市一定會越開越
旺。 NZY Farm World的地址是：5400 FM 1640 Rd. Richmond, TX 77467

談談談談““台獨工作者台獨工作者”” （（之二之二））

1212月月2222日日，，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在休斯頓西南的里士蒙市在休斯頓西南的里士蒙市（（Richmond CityRichmond City）） 正式開業剪彩正式開業剪彩。。原來的文具商店原來的文具商店，，變成新開張的農業園藝超市變成新開張的農業園藝超市。。

（本報記者黃麗珊） 2018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開幕式於12
月15日下午2時，在9440 Bellaire Blvd.,#208, Houston,TX.77036的
中國影視書店舉行。本屆書展主題是 「為好書找讀者，幫讀者找好書
」 。這次書展展出上萬冊近千種書籍，包括中華經典類、文學類與工
具類、少兒類、生活健康類等圖書，吸引許多休斯敦中外僑界人士到
場參與並選購心愛的書籍。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
國際貿易部李鈞經理專程蒞臨休斯敦出席書展。在天津科技社出版的
「董革食藝」 的董革現場表演了食物藝術作品，廣受僑界人士的好評
。

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兼書展主辦人王惠萍老師致詞，這已經是書
店第18年舉辦 「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 ，書店在休斯敦開辦的
19年間，已經成了休斯敦地區華人的好朋友。中國影視書店與其他書
店不同，分別是出版、印刷和發行三個功能，他們聯合天津出版集團
目前已出版過11本書，將海外華僑的優秀作品帶到國內的文學市場。
豐富的中國圖書能讓華人讀者觸摸到中國文化脈博，感知中國發展的
現狀，傳承中華文化，並且他們還積極推廣華人作家作品，休斯敦作

家陳瑞琳的小說 「蜜月」 巴黎，由天津百花文藝
出版社出版；休斯敦著名攝影家賈忠的攝影集
「中國西部」 ，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此

外，還為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出版 「華夏中文學
校20週年紀念冊」 、 「華夏優秀作文選」 、一
些社團和華人銀行等出版、印刷有關讀物。開幕
式當日店內書籍全場打折。王惠萍書展負責人表
示，希望此舉能夠倡導僑界人士多讀書、多學習
。
天津巿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致詞，

這次他特地帶來一批優秀的中文書籍與休斯敦的
僑界人士分享。為了促進中國和美國優秀的文化
能夠相互學習和包容，因此兩地達成了長期的合
作協議，才能把更多作品帶來美國和帶回中國。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和中國影視書店的合作
是中國出版企業 「走出去」 的成功嘗試，將不時
地為在休斯敦的中文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中國圖
書。通過閱讀使得人生深化，並感謝休斯敦作家
的辛勤勞動，希望能把本地作家的作品帶到更多
的地方。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兼
書展主辦人王惠萍老師於當日開幕式還向小朋友代表，向休斯敦幸福
讀書會陳霞會長和成員們及休斯敦作家協會陳瑞琳會長和成員們進行
贈書。

當天同時展出木製品：博古架、屏風、折疊式木籃、郎世甯名畫
。玻璃器皿：鋼化玻璃煲、酵素瓶、泡酒瓶、儲物瓶，不同款式、不
同大小共幾十種，僑界人士到場選購，價格令人驚喜。

12月15日當天下午3時召開 「推廣華裔作家圖書出版座談會」 上
，休斯敦華人作家協會陳瑞琳會長，任國平華裔劇作家，趙美萍紀實
文學作家，休斯敦華人幸福讀書會陳霞會長等，和天津市出版對外貿
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就華文圖書的推廣，對哪些圖書需求更大，有哪
些書更受歡迎，及圖書出版的程式和製作過程等進行研討。

中國城中國影視書店聯絡電話 713-484-7888，地址：9440
Bellaire Blvd.,#208,Houston,TX.77036(百利醫療廣場，中國城郵局內
）。

20182018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開幕式圓滿成功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開幕式圓滿成功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左三左三）、）、李鈞經理李鈞經理（（左一左一），），書展書展
負責人王惠萍老師負責人王惠萍老師（（左六左六））與出席書展的董革與出席書展的董革（（左四左四）、）、孫月萍博士孫月萍博士（（左五左五
）、）、天津同鄉會陳亭會長天津同鄉會陳亭會長（（右一右一））等貴賓們合影等貴賓們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董革老師董革老師（（中中））與她的學生們歡聚與她的學生們歡聚 「「董革食藝董革食藝」」 簽書會現場簽書會現場。。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王惠萍老師致詞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王惠萍老師致詞，，這已經是書店第這已經是書店第1818年年
舉辦舉辦 「「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 ，，書店在休斯敦開辦的書店在休斯敦開辦的1919
年間年間，，已經成了休斯敦地區華人的好朋友已經成了休斯敦地區華人的好朋友。。該書店分別是出該書店分別是出
版版、、印刷和發行三個功能印刷和發行三個功能，，他們聯合天津出版集團目前已出他們聯合天津出版集團目前已出
版過版過1111本書本書，，將海外華僑的優秀作品帶到國內的文學市場將海外華僑的優秀作品帶到國內的文學市場。。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中國影視書店負責人
王惠萍老師在開幕式向王惠萍老師在開幕式向 「「休斯敦幸福讀書會休斯敦幸福讀書會」」 陳霞會長及成員陳霞會長及成員
們進行贈書們進行贈書。。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書展負責人王惠萍老師書展負責人王惠萍老師
在開幕式贈書給在開幕式贈書給 「「休斯敦華人作家協會休斯敦華人作家協會」」 陳瑞琳會長及成員們陳瑞琳會長及成員們。。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致詞天津市出版對外貿易公司劉鋼副總經理致詞，，為了促進中國和為了促進中國和
美國優秀的文化能夠相互學習和包容美國優秀的文化能夠相互學習和包容，，因此兩地達成了長期的因此兩地達成了長期的
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才能把更多作品帶來美國和帶回中國才能把更多作品帶來美國和帶回中國。。通過閱讀使通過閱讀使
得人生深化得人生深化，，並感謝休斯敦作家的辛勤勞動並感謝休斯敦作家的辛勤勞動，，希望能把本地作希望能把本地作
家的作品帶到更多的地方家的作品帶到更多的地方。。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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