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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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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3日，年

轻的蛋壳租户自杀后，

与蛋壳合作的金融机构

微众银行，针对租金贷

租户提出了解决方案。

但纠纷还在持续，蛋壳

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年

轻人。

跳楼的年轻人

一套三室一厅的房

间，客厅被隔断成一间

有阳台的屋子，可以住

四户。推开红色大门，

一堵墙和两间屋子照面

，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走

廊，走廊尽头右拐，最

里侧就是小钟住的单间

。十平米大小的屋内是

一场火灾之后的样子：

墙壁和天花板被熏黑，

墙皮剥落出不规则的白

色图案，靠窗的黄色座

椅，椅背软化成一滩塑

料，堆在地上，窗户还

半开着。这场火灾发生

于 12 月 3日凌晨三点多

，伴随着的另一起事故

，是小钟当晚从18楼一

跃而下。

小钟今年 20 岁，在

广东省罗定职业技术学

院的信息工程系读大三

。小钟的大学学长告诉

本刊，按学校的要求，大二学年结束

后，是一年的实习期，学校会安排招

聘会，学生自行寻找实习工作，实习

期间不得在校住宿。所以有的学生把

大二结束，当作另一种毕业。

今年8月中旬，小钟在蛋壳app上

找到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这套房子

，每月加上水电费大约1500元。他与

蛋壳签了一年的合同，以租金贷的方

式年付，从第二个月开始，每月向贷

款机构微众银行还房租贷款。

根据公开资料，蛋壳公寓成立于

2015 年 1月，背后经营实体是紫梧桐

（北京）资产管理公司，主营长租公

寓。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蛋壳管

理的公寓数量从最初的2500多间增加

到约 43.8 万间，是同类型长租公寓平

台的三大巨头之一。长租公寓的商业

模式是“高收低租”，以高于市场价

的租金收取房源，再以低于市场价的

房租，租给租客。同时蛋壳会“长收

短付”，收取租客一年或半年的租金

，按月或季度给房东租金。租金贷则

是针对无法一次性全款付房租的租客

，蛋壳会推荐贷款，由租户和金融机

构签订另一份借款合同，金融机构一

次性把钱给蛋壳，租户则每月向金融

机构还款。

在天河区18楼这套房间里，四个

租户中有两位使用租金贷，两位一次

性结清。孙河没有使用租金贷，8月初

一次性付了半年房租。他住在被隔断

的客厅房，有个阳台，每月1700元左

右，与小钟的房间离得最远。孙河记

得小钟是最后一位住进来的，房间最

小，也最便宜。而这样的价格在较为

接近市区的天河区租到一间房，孙河

可以接受。相比之下，找房时他发现

自如的租金更贵，没有其他方式可以

跟房东直租，“大部分房东也都跟长

租公寓签约了。”

“他（小钟）是第一位主动跟我说

话的人，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

互相认识。”孙河说，小钟第一天住进

来，不知道一些公共设施是不是分时间

段排队用，就去问他，“很有礼貌”，

后来知道两人都来自广东惠州，就更亲

近些，偶尔在微信聊天。

共同合租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孙

河知道小钟一直在找工作。9月是房地

产销售，10月换了另一份，出事前两

天，他刚刚辞去第三份实习工作。其

余时间，他大多在房内玩电脑游戏。

小钟偶尔在微信上跟孙河说，不知道

自己想要找什么工作，也没什么办法

，孙河安慰他，刚毕业都会这样。

“虽然他嘴上没说焦虑，但还是能感

觉到一点。”

11月 26日，四人租住的房间门口

贴了一张纸，业主留了电话，称自己

两个月没有收到租金，限房客一周内

搬离。四人第一次建了微信群，商量

后决定，由孙河出面和业主协商，希

望能和业主共同承担损失。但电话那

头不是真正的业主，“他是房东找来

的代理人，只让我们搬走或重新交租

金，没有商量的余地。”孙河说，四

人决定等一周后代理人来赶人的时候

，当面协商。不过还没等到那一天，

小钟就出了事。

12 月 3 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孙河

起床上厕所。四间房只有主卧有独立

卫浴，公共卫生间在小钟房间旁边。

“我打开门，走廊开着灯，能看到烟

雾，不算浓，味道不重，闻不出是什

么东西烧了。”从走廊尽头右拐，往

卫生间方向走，孙河看到小钟的门缝

里冒出白烟，以为是他房间失火了。

捶门、喊叫，小钟没有回应。孙河叫

醒了另外两位室友中的一位，让室友

继续叫人，他跑去一楼找物业，路上

拨了119。物业两个人跟孙河一起到楼

上的时候，两位室友都出来了。孙河

当时没意识到小钟可能出事了，“他

的房间那么安静，我以为他回家了，

或者找朋友玩去了。”

消防员到楼上的时候，走廊上的

烟已经变黑，呼吸开始困难。孙河和

室友二人到一楼物业处等待灭火。四

点左右，警察在物业找到孙河等人，

确认他们的身份。那时候他才听警方

说，外面有人跳楼，死者正是小钟。

坚定的维权者

小钟的家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

什么选择跳楼。他们家在惠州市下面

的乡镇，自建楼房。在接受梨视频采

访时，小钟的哥哥称，他在事发后才

知道弟弟是贷款租房，但他觉得一万

多的贷款不算什么，十多万对家庭来

说都没有太大压力，小钟自己也有一

张几万块的银行卡。12月 2日下午，

钟妈妈还在微信上和儿子聊天。她听

儿子说起过蛋壳跑路，房东贴告示赶

人，就打电话问儿子有没有钱，如果

房东再赶人，可以直接回家。小钟跟

妈妈说过两天回去，要先把房间里刚

买的东西寄回去。再往后，就是12月

3日下午六点半，钟妈妈发过去一条微

信：“源源，你电话怎么关机了？”

事实上，蛋壳的危机早在今年初

就有所迹象。虽然 1月 17日，蛋壳公

寓在美国上市，但不久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大城市退租增加，出租

率下降。6月，蛋壳公寓的创始人兼

CEO高靖被带走调查，造成资金链断

裂。9月初，监管进一步收紧。住建部

就《住房租赁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

，明确提出将“高进低出”和“长收

短付”等长租公寓企业惯用的经营方

式，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监管范围。种

种前因在10月爆发，租户、房东、供

应商、员工等各方人士都被卷入。

孙河早在 9 月就意识到蛋壳出了

问题，当时他刚搬入没多久，就断了

一个星期的网。“正常来说断网不会

超过一天，我打电话给蛋壳客服，他

们告诉我网络出故障，在维修。”孙

河去网上查资料，发现蛋壳当时已经

有资金链问题，8月就在别的地区断过

网，签新的运营商。但当自己房间的

网络修好，且再没断过，孙河以为问

题解决了，“没想过后来问题会出这

么大。”

同样地，在北京的租客大海，9月

隐约听说蛋壳出了问题，但没太在意

。国庆节后，作为全款年付租客，大

海没有收到蛋壳承诺的每月400元返还

租金。两周一次的保洁也断了。10月

底，大海联系到业主，提出几人一起

去蛋壳总部看看情况，业主当时没同

意。而11月12日，业主没收到房租的

第二天，就要求大海等人搬走。

大海从 2019 年 6 月开始用蛋壳租

房，之前几年住在北京村民自建的群

租房，大兴火灾后，群租房属于违建

，逐渐被拆除。大海觉得蛋壳比较正

规，统一装修、专人保洁，住着省心

。今年 7月续租时，选了全款年付。

没有用租金贷，一是因为不想碰贷款

，二是年付，服务费可以打折。大海

的三个室友，有两个也是全款年付到

明年5月、8月，只有一个使用租金贷

的室友，在11月搬走。

使用租金贷的租客，是蛋壳公寓

的主流。蛋壳公寓的招股书和财报数

据显示，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通过租金获得的现金流入中，

依靠租金贷获得的现金流入占比分别

为85.5%、88.4%和 73.8%。也是这部分

占大比例的租户，不久前被视为租户

中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不仅要面

对随时无房可住的危险，还要每个月

还贷款，逾期会影响个人征信。

12 月 2 日，微众银行发布公告，

承诺在2023年 12月31日前，对蛋壳租

金贷客户的剩余贷款本金给予免息延

期安排。12月 4日，小钟坠楼一天后

，微众银行再次发布公告，称租金贷

客户退租后，蛋壳公寓欠租户的预付

租金，可用于抵偿租户在银行的贷款

，最迟12月31日前可开放办理。这意

味着租金贷用户可能在月底就有解决

方案，而像孙河、大海这样的全款半

年付、年付租客，还不知道租金何时

能退还。

从11月初到现在，大海已经与房

东拉锯了一个月。他告诉本刊，年付

的租客有很多人跟房东协商、或者说

妥协了。有人半价付房租继续住下去

，有人被房东赶出去，但大海是坚定

的维权者。他的房东最开始坚持要租

户搬走，后来协商可以半价支付房租

，12月 6日，镇政府也介入协调，大

海等三位租户可以在半价的基础上再

减几百块。但大海想到矛盾爆发之初

，“北京市，甚至全国的房东都有些

不讲理，上来就砸锁砸门，而且有的

蛋壳管家在10月、11月明知蛋壳出事

，还在跟客户签约，我就很生气，不

想轻易接受调解。”大海说，他想等

到最后，看看究竟是谁更有道理，

“我知道这有点较真，但我就想先把

这个道理弄明白。”

矛盾纠纷接待点

大海在政府介入下与房东调解的

经历绝非个例。11月 19日，北京住建

委成立蛋壳公寓专办小组，陆续在北

京设立了100多个接待点，处理蛋壳相

关的矛盾纠纷。大量的房东、租客涌

入，在政府工作人员与蛋壳员工的帮

助下协商。除了北京，上海、杭州、

成都等地的街道办也介入处理纠纷。

12月 7日，南京明确了第一批免费过

渡房源30套，受蛋壳事件影响的租客

可免费租住1-2个月房源。

12月 11日，本刊记者走访蛋壳公

寓总部朝阳首府。大厦周围停有数辆

警车，入口摆放着窄长的蛇形栏杆，

供排队使用。玻璃门上张贴着各种公

告，其中就包括紫梧桐（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拖欠房屋租金、所有者

收回房屋的声明。

如今的蛋壳，俨然变成了“空壳

”。二楼办公室内，员工的个人用品

早已清空，部分蛋壳员工留了下来，

和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志愿者等人

共同维护现场秩序，调解纠纷。“我

们也仨月没发工资了，但总要有人留

下来处理售后啊，我们要是不在，他

们可能就真打起来了。”一名蛋壳员

工在工作间隙对记者感叹。

和半月前的人山人海不同，如今

前往接待点的房东、租客虽已大幅下

降，但人数仍旧不少。进入大厦内部

，安保人员会率先指引房东、租客在

不同的区域排队等候。这一动作，自

然而然地划分出两个阵营。一边是普

遍年龄较大，往往身着厚棉服、头戴

毛线帽的房东，另一边则是年轻的北

漂租客。无论在哪个阵营，队伍前后

的陌生人很容易就攀谈起来，大家讨

论着类似的问题，相互出谋划策。

前来调解的租客，绝大多数都是

年付、半年付的客户，和租金贷客户

相比，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损失

。年付租客刘丽雯近日遭遇了房东儿

媳的人身攻击与恐吓。最初，她和房

东儿子本已在居委会达成共同承担损

失的共识，“我本来和他商量得好好

的，我承担60%，他承担40%，我觉得

他们北京人也挺不容易，也是吃着房

租养活自己家人的。”没想到，在租

住的房间重新签订租房合同当天，刘

丽雯客客气气地端茶送水，内心十分

感激，对方却临时变卦了。

刘丽雯的月租原本是 3500 元，算

上蛋壳的返现优惠，实际在3100元左

右，房东儿媳揪住这点不放，称呼她

骗子，越吵越凶。“当时人家两口子

堵着我，他老婆就指着我骂，我气得

都哭了”，最后，刘丽雯没辙了，只

能报警，这次纷争才勉强平息。

队伍后排的一位男士和刘丽雯讨

论了起来，他的房东让租客承担 95%

，“我说你爱咋弄咋弄，他就说我们

换锁，我说你换锁是违法的。”刘丽

雯同他分享了租客群里的维权方式

——把相关的法则打印出来，贴在门

上。

房东一方，大部分是老年人。他

们往往不太擅长使用电子设备，扫描

二维码预约登记，在蛋壳app上进行操

作，都需要人的指导。一位腿脚不便

、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在离开接待点时

和老伴念叨着：“我的钱呢？怎么都

来了这还领不到钱。”老伴同他解释

：“现在都是电脑上转钱。”

一位身体硬朗、思路灵活的老太

太对我说，“你是记者，你能给我解

决问题吗？不能就算了。我一个老人

，面对六个年轻人，他们还不把我吃

了。要他们搬也不走。我还指望着房

租生活，这钱还要给老头治病呢。”

没说几句，老太太便匆匆离开了，

“我还要去找居委会呢。”

“嘭嘭嘭——”在一片嘈杂的人

声中，几声撞击在办公室内显得异常

突兀，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一位中年

女性与调解员起了争执，她大力地拍

击桌面，声音洪亮，跟调解员要租客

的身份证号。她叫李芳飞，是一位老

年房东的代理人。“有朋友说看到了

我代理的房子低价转租的信息。我想

要身份证，因为我得知道谁住在里面

。给租户打电话他不想接就不接。现

在我们拿不到租金，也进不去自己的

房子，这些蛋壳上面的租客反而要把

房子转租出去，这怎么行？！”面对

李芳飞的要求，调解员出于信息保护

，没有提供。

拿不到租金，如今对李芳飞和老

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损失。一方面

，在租客租住期间，洗手间出现了漏

水，楼下住户要求赔偿6000元，她却

进不去房子。如今，怎么维修？谁来

赔偿？都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李芳

飞代理的房屋内有三个租客，分别是

今年 12月、明年 4月、明年 7月到期

。但是，根据蛋壳公寓的规定，第一

位房客到期以后，李芳飞仍然拿不到

房间密码，更无法将空置的房间继续

出租下去。“难道这个房子我们就一

直让它空到 7月份吗？那业主的损失

多大啊？”

李芳飞告诉本刊，很多老人没有能

力管理房子，所以才选择把房子交给蛋

壳去运营，用租金去住养老院。“现在

蛋壳不给钱了，谁来赔偿业主的损失？

他们还要继续交养老院的费用。”

“和稀泥”是租客和房东对调解

的普遍评价。至于协商的结果，没有

一个固定的标准，大海觉得，这“就

看个人的谈判能力，也看自己的态度

”。在矛盾纠纷接待点，调解人员希

望双方各退一步，共同承担损失，这

看似是一种相对理想、公平的解决方

式。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似乎这一切

，原本都不应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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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名校金字塔尖的哈佛，也难免

丑闻缠身。

去年，哈佛大学前击剑队教练布兰

德（Peter Brand）被曝光受贿，他帮助

一位美籍华裔富商赵捷的两个儿子以击

剑特招长的方式进入哈佛。

这事当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当

年7月，布兰德被哈佛正式解雇。

今年11月16日，美国马萨诸塞州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布兰

德和赵捷因涉嫌“合谋实施联邦项目贿

赂”而遭起诉并被捕。

对于该案件的调查详情，马萨诸塞

州检察官办公室在给南风窗的回函中透

露，为获得起诉豁免权，一位该起案件

的同谋者（检方称其为Co-conspirator1

，以下简称“CC-1”）供述了赵捷和布

兰德搭上线的过程，并向相关调查部门

移交了电子邮件和短信等证据。

也就是说，一位关键的“污点证人

”，提供了案情线索，揭开了该案背后

涉事几方长年的利益勾连。

据检方的公告，从2012年到 2017

年期间，赵捷频频行贿，包括向慈善机

构捐款、以高出市面价近一倍的溢价收

购布兰德的房产、为布兰德买车、为布

兰德的儿子支付大学学费等，利益输送

总金额超过150万美元。

南风窗记者通过查询哈佛大学官网

男子击剑队主页发现，在2017-2018学

年的成员相册中，赵捷的两个儿子，

Eric Zhao和Edward Zhao都在列。大儿

子Eric毕业以后，小儿子Edward的个人

照片也仍然出现在2019-2020学年队员相

册里，这张照片，上传于2019年 7月1

日。

这意味着，丑闻曝光后，校方承认

赵捷两个儿子的学生身份真实有效，将

调查重点放在了布兰德的不法行为上。

同谋者CC-1

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早在2012年上

半年，赵捷就表达了想让他当时还是高

中二年级的大儿子将来入学哈佛的想法

。按CC-1的说法，当时的布兰德对录取

这位击剑特长生并不感冒。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同年5月，布兰

德资金周转困难，便以短信形式通过

CC-1转告赵捷，要想两个儿子进入哈佛

，他需要点“激励” ——布兰德拒绝

了赵捷为哈佛大学击剑队捐款的提议，

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私利。

在致南风窗记者的采访回复邮件中

，美国国税局的办案特别探员Elizabeth

Keating称，赵捷、CC-1和布兰德三人，

为这笔涉及两个哈佛体育入学名额的秘

密交易，设置了隐秘复杂的操作手法。

赵捷先向CC-1运营的击剑慈善组织捐款

，这一机构再通过向布兰德创立的基金

会捐赠的方式，完成贿赂。

起诉书显示，就在赵捷的大儿子被

哈佛录取入学后，2014年10月上旬，布

兰德的基金会收到了上述慈善组织一笔

十万美元的捐赠。据《波士顿环球报》

报道称，这笔钱的来源正是赵捷在2013

年2月支付给该组织的一百万美元捐款

。

在收到赵捷的一百万美元捐款之后

的两年时间里，这个慈善组织一直没有

收到任何其他资金的捐助，而就在豪掷

一百万元“做善事”三个月后，几乎是

和布兰德的基金会完成注册登记同时发

生，赵捷辞去了在CC-1慈善组织就任的

副主席职位，对外宣称理由是“时间安

排过于忙碌”。

验证了布兰德的确具有左右体育特

长生进入哈佛的大权后，赵捷继续更大

胆地运作自己的小儿子进入哈佛。

检方指控，直到2017年赵捷的小儿

子成为哈佛击剑队的一员之前，赵捷以

承担布兰德的购车费用、房屋贷款费用

、其子女的大学学费等方式出资贿赂。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披露，在

2016年5月，赵捷以98万多美元的价格

买下布兰德在马萨诸塞州Needham的房

子，比当时市场的评估价值55万左右美

元高出近乎一倍。空置17个月后，赵捷

又以66万美元的低价将其迅速出手。

对于这样一笔房产交易，赵捷当时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高价买下

挚友布兰德的房子，是对他的投资和青

睐，因对其不到20公里的通勤路程觉得

“十分不忍”（feel so sorry he has to

travel so much）。

校友家庭的天然优势

截至本文发稿，赵捷和布兰德各自

律师尚未对南风窗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但此前赵捷的律师William D. Wein-

reb曾发表声明表示，赵捷的两个儿子在

高中时期已经是学术明星，也是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击剑运动员，凭自己的实力

被哈佛大学录取，称“赵先生坚决否认

这些指控”。

在此前受访时，赵捷亦自辩称，他

的小儿子是一名成功的击剑手，在名校

圣奥尔本斯学校就读时，除了第一年取

得 B 以外，所有学科都拿了 A，SAT

（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

的分数几乎完美。

他对小儿子进入哈佛表现得自信：

“这很容易，我不必做任何事情。”

赵捷的确可以自信，他的妻子和两

个儿子就读于哈佛。据美媒报道，在哈

佛学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直系亲属

是哈佛校友。同时有统计发现，对于美

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校友子女的录取概

率比非校友家庭出身的学生高出45%。

在2019年，亚裔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

案（哈佛平权运动案）一度闹得沸沸扬

扬。案中公布的文件显示，哈佛大学每

年会给大约60位家里有背景但资历平平

的申请者预留录取名额。

亚裔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

这60位赢在起跑线的入学生中，有

一半的人是哈佛校友的子弟，70%是白

人，大部分人的名字出现在学院院长和

招生办主任的捐赠者子女列表里。为了

避嫌，哈佛还会要求这些学生多准备一

年，和下一届新生一起入学。

在这样的幕后因素影响下，一张藤

校入场券值多少钱？根据一位从事北美

高等教育申请业务的中介计算，对于非

校友父母，无论是捐助给校方，还是用

以长期培养孩子，价码大概都是一百多

万到两百五十万美元。

一直以来，这种“合法贿赂”在美

国社会都遭受着不小的非议。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让反对者批评，

这是阶级固化的又一强有力例证。

现实很骨感

“对于向来用功刻苦读书、以学业

为重的华裔学生来说，赵捷的说法没有

任何说服力，说服不了检察官，也很难

让外界社会信服。”纽约州立布法罗大

学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徐芳向

南风窗表示，她一直从事美国教育观察

。

她总结，高中生毕业后要想进入藤

校，一般有三种途径，如果不是动用

“家族遗产”（legacy application），凭

借申请者父母或其他家人校友的身份，

通过对学校进行巨额捐款，从而有更高

的几率被择优录取，就只有正常申请和

特长生两条路可以走。

徐芳以她所在的居住地为例分析称

，在纽约州伊利郡威廉姆斯学区，按照

SAT成绩、大学预科课程成绩和推荐信

等细化标准一项项去比拼，没有家长能

保证自己的孩子一定能被某所心仪的藤

校录取。

“GPA4.0、SAT满分的学生我们学区每

年就有十几个，而最终能进藤校的只有

一到两个。对于常青藤联盟这样级别的

高校，申请者之间几乎不会存在一个孩

子比其他竞争者优秀太多的情况。每年

还会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不同高校

的招生计划，如招生组的偏好、申请者

种族、学生对不同科学研究的喜好表现

等。”她说。

根据哈佛校方公布的资料显示，每

一位由学校运动队教练推荐的候选人学

生，都要经过约40人规模的招生委员会

审核把关。但在实际中，体育特招生的

筛选录取流程里，校队教练能发挥的作

用非常大。

徐芳告诉南风窗，高校的招生委员会成

员很大一部分来自行政部门，有些则是

教职科研人员。他们对体育教练从专业

角度给出的新生推荐名单非常信赖，一

般不会做过多质疑。这也就使得体育特

招生这条录取道路，更容易滋生权力寻

租，生出高校招生系统的制度性漏洞。

回顾过去类似的高校招生舞弊案，

除了行贿校方和校队教练，出现过的操

弄手段还包括高考替考、骗取体育特长

生名额加分等方式。就在去年3月，美

国被曝出史上最严重的大学招生舞弊丑

闻，根据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起诉书，多

位富豪家长、校队教练和大学申请机构

主管参与了全美范围内的大学录取诈骗

案件。

案件的核心人物“黑中介”威

廉· 辛格通过自己名下的多家企业和

基金会，以多类欺诈行径，想方设法

把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子女送到知名大

学里，从中非法牟利超过2500万美元

。

“辛格案涉及斯坦福、耶鲁这么

多世界名校，说明一定程度上，美国

的教育管理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

和制衡作用，之后一定会有制度纠偏

的动作。”徐芳称，特别是对于录取

的体育特长生，还应该继续有相关的

考核标准，把好这条特殊招生路径的

关口。

对哈佛的嘘声远不止于此。今年3

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特朗普

批准下发了一项总额达2万亿美元的经

济刺激计划，而在一个月后，他开口要

求哈佛归还860万美元救济金，“哈佛

已经有了410亿美元的捐款，不再需要

纳税人的救助。”

受疫情阻碍，目前有超过 2000 万

美国人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失业率

接近 7%。在时下经济不景气的环境

里，全美最财大气粗的高校再从财政

补助里拿走纳税人的钱，这很难不会

成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们开炮

的理由。

尽管仍面临财政困难，哈佛 “很

有骨气”地拒绝了政府的这笔救助。事

实上，学校委员会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哈佛坐拥着357亿美元的捐款，为全

美最高，远超其他任何一所院校。与此

同时，哈佛的入学申请数量在过去三年

中激增，2020届毕业生要比2013年多

34％。

哈佛校园里，依然是富有家庭子女

为主流。根据哈佛大学学报近来对该校

大一新生的调查，在2021届和2022届中

，来自年收入在50万美元及以上校友家

庭的学生，占比分别高达46%和 46.4%

。与之相对应，同期年收入在4万美元

及以下的校友家庭学生，在受访者中分

别仅占1.4%和0.7%，而对于2018届，这

一数字甚至为0。

“藤校更青睐于击剑、划船、曲棍

球等更为小众的项目，长年的训练需要

不小的花费，想用体育运动敲开藤校大

门的家庭一般家底殷实，体育这条路，

也就天然把家境不好的孩子剔除出去了

。”徐芳分析。

美国高校的共识还是要向生源多样

化发展，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提供更

公平的环境，也依然是各高校的基本价

值观。但哈佛舞弊案在教育界引发的地

震迫使人们反思：美国高校自主招生制

度漏洞之下，隐秘埋藏着更深层的社会

问题，精英大学提倡的公平理念在嵌入

社会现实时，将面临艰难的考验和扭曲

。

哈佛再曝丑闻，美国教育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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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2020年12月18日上
午，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項目奠基儀式於德州
斯坦福市倉儲工業園建設基地隆重舉行，物聯地產公
司總經理David Wang, 招商經理Johnny Xu , 物業管
理經理 Jason Wang，以及 Décor Flooring 董事長
Jackie Wang, 總經理Willie Lai, 市場經理Jason He
等相關負責人共同參加了本次儀式。

據悉，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是物聯地產公
司聯合Décor Flooring共同打造的一項重大項目，該
項目總佔地8.15英畝，倉庫使用面積130,366平方英
尺，淨高32英尺，總共設有134個停車位，28個裝
卸門，4個可駛入裝卸門，為目前德州華人投資興建
的最具規模的倉儲項目。此項目的規劃和建設得到了
斯坦福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行業內相關朋友的廣泛關
注。

奠基儀式伊始，首先由物聯地產公司(美國平安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全資中介服務公司)David Wang發表
重要致辭，他對過去一階段內公司上下共同努力取得
的成績進行了總結與回顧，同時對公司未來發展及重
點開發建設項目進行了前景展望。他說，得益於大家
的精誠合作、無怨付出，在過去幾年內公司出色地完
成了多項大宗交易：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的開
發建造（13萬平方英尺）；加州知名電商海外倉服務
公司MAXON AUTO Corporation在休斯頓的物流倉
庫落戶(18.67萬平方英尺）;正在開發位於凱蒂市的
10萬平方英尺的學苑小鎮購物廣場項目；同時在達拉
斯的9個公寓項目（2500個單元）的私募投資項目成
功退出。公司從成立到如今，在競爭激烈的房地產行
業已經穩穩佔據了一片屬於自己的領地，形成一家提
供專業的商業與住宅地產中介服務、投資開發、財務
管理和物業管理的一站式房地產服務公司。其物業管
理團隊取得的成績亦是可圈可點：完整的租賃管理、
資產財務管理、設施維護服務和投資報告服務，協助

投資人及租戶獲得最大的收益。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公
司全體上下將企業自身發展與北美亞裔新移民的生活
質量提高相融合，並以此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務實
作風有力印證，也是公司“誠信、可靠、自律、創造
、專業”的企業文化理念的充分體現。

其後，Décor Flooring董事長Jackie Wang進行
了發言，她介紹Decor Flooring創始於2008年，是一
家有著12年專業打造地板品牌的專業公司，更是北
美大型華人地板批發商之一。曆經 12 年，Décor
Flooring堅持致力於品質，以值得信賴的地板品牌之
資，創造美好家居生活。在與工廠保持穩固合作，全
面開拓市場，積攢足夠經驗的基礎上，Décor Floor-
ing還創立了屬於自己的全新品牌——EVA Floors。
它代表著現代地板流行的新趨勢，其時尚或傳統的彩
膜設計風格來自意大利設計師，品質上更加要求綠色
環保安全無害，所有產品均已獲得室內空氣質量認證
Green Guard綠色衛士、Floor Score、美國CARB、
ISO9001 及多家機構認證。此次聯合物聯地產公司打
造的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將是Decor Floor-
ing和EVA Floors迎來的全新轉折點，建築屬於自己
的37,103平方英尺，更大容量的倉庫和辦公空間，用
來供應整個德州的地板市場需求。發言最後，董事長
Jackie Wang表示，未來將會一如既往精心服務於客
戶，不斷完善優質地板品牌，對各項工作做到精益求
精，秉承企業優良傳統，與時俱進，開拓思路，共同
努力為企業織繪更加明媚的明天。作為此次合作的特
別回饋，通過物聯地產公司具有豐富住宅銷售經驗的
經紀團隊進行買賣房屋交易的前10位客戶，將會獲
得高端地板品牌EVA Floors的大力折扣，為新家築巢
。

儀式的最後，在一片祥和的氛圍下，大家同擎金
鍬，揚土培基，為此次合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充滿信
心與生機的良好開端。

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德州智能家居建材批發中心
奠基儀式隆重舉行奠基儀式隆重舉行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20202020年年1010月月66日美國勞日美國勞
工部及國土安全部發佈工部及國土安全部發佈 「「史上最嚴史上最嚴」」 的新規的新規，，將將
調漲調漲H-H-11BB工作簽證及工作簽證及EBEB22、、EBEB33職業移民的的薪職業移民的的薪
資門檻資門檻，，意謂著薪水不夠多意謂著薪水不夠多，，恐怕將無法留下來恐怕將無法留下來
，，移民申請難度攀升至新高度移民申請難度攀升至新高度。。
想留美想留美？？先看妳薪水夠不夠高先看妳薪水夠不夠高......

根據勞工部發佈的規則根據勞工部發佈的規則，，將會對勞工紙將會對勞工紙(Per(Per--
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及勞工情況申請表及勞工情況申請表
(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中最低薪水的計算方中最低薪水的計算方
式進行修改式進行修改，，全面大幅提升全面大幅提升。。據據 DHSDHS 聲明聲明，，新規新規
是為了更保護美國工人是為了更保護美國工人，，根據這項新規根據這項新規，，欲申請欲申請
H-H-11BB者的者的LevelLevel 11 初級職位工人初級職位工人，，要求工資將從要求工資將從
目前目前 toptop 1717%% 提高到提高到 toptop 4545%%，，相當於是目前相當於是目前
LevelLevel 22 及及 LevelLevel 33之間的薪水之間的薪水。。最高技能工人的最高技能工人的
工資要求將從工資要求將從 6767%% 提高到提高到 9595%%，，意味著只有工資意味著只有工資
最高的高技能勞動者最高的高技能勞動者，，才能獲得才能獲得 HH11BB 簽證簽證，，繼續繼續
留在美國留在美國。。

舉例來說舉例來說，，電腦工程科系本科學生若在灣區電腦工程科系本科學生若在灣區
工作工作，，並有三年工作經驗並有三年工作經驗，，那麼相應符合那麼相應符合H-H-11BB薪薪
資申請標準資申請標準（（LevelLevel 33））的年收必須達到的年收必須達到1414萬萬。。

生效時日生效時日？？
這份規則於這份規則於20202020年年1010月月66日公布並自當天生日公布並自當天生

效效，，目前勞工部已經在目前勞工部已經在Foreign Labor CertificaForeign Labor Certifica--
tion Data Centertion Data Center網站上發布最新的薪資標準網站上發布最新的薪資標準，，根根
據州據州、、所在地區不同所在地區不同，，薪資門檻也會有所調整薪資門檻也會有所調整，，
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許多職業薪資門檻都大幅提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許多職業薪資門檻都大幅提
升升。。對此對此，，移民律師陳文認為移民律師陳文認為，，如果能夠申請到如果能夠申請到
傑出人才移民即傑出人才移民即EBEB11，，則成功率就會提高很多則成功率就會提高很多。。

職業移民第壹類優先職業移民第壹類優先（（First Preference EmFirst Preference Em--
ployment Based Immigrationployment Based Immigration，，簡稱簡稱EB-EB-11））又稱又稱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移民移民，，是美國職業類移民申請中的是美國職業類移民申請中的
壹類壹類，，是美國移民法專門為在藝術是美國移民法專門為在藝術、、科學科學、、教育教育
、、商業和運動等領域擁有傑出才能的外籍人士提商業和運動等領域擁有傑出才能的外籍人士提
供的移民途經供的移民途經。。傑出人才移民是美國政府傑出人才移民是美國政府““招才招才
納賢納賢”，”，積極吸引招納世界各國優秀人才這壹精積極吸引招納世界各國優秀人才這壹精
神在移民政策中的具體體現神在移民政策中的具體體現。。
什麽才是傑出人才呢什麽才是傑出人才呢？？根據美國移民法根據美國移民法（（INAINA 203203

(b)((b)(11))））的定義的定義，“，“傑出人才傑出人才””申請分以下三種類申請分以下三種類
型型：：

••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
，，簡稱簡稱EB-EB-11AA）） ((參見美國移民法參見美國移民法203203(b)((b)(11)(A)))(A))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或或EB-EB-11aa主要指的是那些在科主要指的是那些在科
學學、、藝術藝術、、教育教育、、商業商業、、或體育五大領域中具有或體育五大領域中具有
特殊才能特殊才能，，取得很高成就取得很高成就，，並且享有國家級或國並且享有國家級或國
際級的聲譽與成就際級的聲譽與成就，，其成就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其成就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
廣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廣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這些人應是被認為是這些人應是被認為是
該領域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之壹該領域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之壹(One of that(One of that
Small Percentage)Small Percentage) 。。同時申請人在獲得傑出人才同時申請人在獲得傑出人才
綠卡後綠卡後，，將在美國繼續從事其領域內的工作將在美國繼續從事其領域內的工作，，並並
且其工作會對美國社會的相關發展且其工作會對美國社會的相關發展，，帶來極大利帶來極大利
益益。。EBEB11aa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永久性工作不需要永久性工作
的承諾的承諾，，申請人也可以自己申請移民申請人也可以自己申請移民。。當然當然，，美美
國雇主也可以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國雇主也可以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

•• 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Outstanding ReOutstanding Re--
searcher/Outstanding Professorsearcher/Outstanding Professor，，簡稱簡稱EB-EB-11BB）） ((
參見美國移民法參見美國移民法203203(b)((b)(11)(B)))(B))

““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或或EBEB11bb是指那些在是指那些在
某壹特定的科學或學術領域中某壹特定的科學或學術領域中，，取得國家級或國取得國家級或國
際性聲譽的教授或研究人員際性聲譽的教授或研究人員。。此外此外，，申請人還必申請人還必
須在某學術領域中須在某學術領域中，，至少執教或從事研究工作三至少執教或從事研究工作三
年以上年以上。。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研究工作可以算作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研究工作可以算作
申請申請EBEB11bb中的工作經驗中的工作經驗。。EBEB11bb的要求要低於的要求要低於
EBEB11aa壹些壹些。。雖然雖然EBEB11bb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但是但是
，，申請人必須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申請人必須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需要由美國需要由美國
雇主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雇主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博士後研究不算永博士後研究不算永
久性工作的承諾久性工作的承諾。。

•• 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Managers andManagers and
Executive TransfereesExecutive Transferees，，簡稱簡稱EB-EB-11CC）） ((參見美國參見美國
移民法移民法203203(b)((b)(11)(C)))(C))

““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或或EBEB11cc則指那些則指那些
被跨國公司調任到美國的高級行政人員或高級經被跨國公司調任到美國的高級行政人員或高級經
理理。。該外國人須獲得美國公司永久聘任該外國人須獲得美國公司永久聘任，，而在此而在此
之前的三年期間內之前的三年期間內，，已為在該美國公司的海外相已為在該美國公司的海外相
關企業關企業（（母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或關聯公司子公司或關聯公司））工作至少工作至少

壹年以上壹年以上。。同樣同樣，，EBEB11cc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但是但是
需要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需要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並需由美國雇主出面並需由美國雇主出面
為申請人提出申請為申請人提出申請。。

雖然雖然EB-EB-11申請完全不需要申請勞工證申請完全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但是但是
，，各類各類EB-EB-11申請還是有壹些差異申請還是有壹些差異。。在在EB-EB-11aa的的
申請中申請中，，並不要求雇主支持並不要求雇主支持，，也不要求雇主的永也不要求雇主的永
久性工作承諾久性工作承諾。。因此因此，，即使沒有雇主即使沒有雇主，，或雇主不或雇主不
支持支持，，申請人也可以直接自己申請移民並獲得綠申請人也可以直接自己申請移民並獲得綠
卡卡。。同時同時，，申請人在遞交申請人在遞交EBEB11aa申請以後申請以後，，可以隨可以隨
意變換工作意變換工作，，只需要能證明新的工作是在其申請只需要能證明新的工作是在其申請
的專業領域即的專業領域即。。但是但是，，在在EBEB11bb和和EBEB11cc申請中申請中，，
都需要有雇主的支持並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都需要有雇主的支持並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
EBEB11bb和和EBEB11cc的申請人必須是美國雇主的申請人必須是美國雇主。。換句話換句話
說說，，EBEB11bb和和EBEB11cc的申請的申請，，必須有雇主必須有雇主，，必須有必須有
雇主的同意雇主的同意，，在遞交在遞交EBEB11bb或或EBEB11cc申請以後申請以後，，外外
籍人士不能隨意變換工作籍人士不能隨意變換工作，，否則否則EBEB11bb或或EBEB11cc申申
請放棄請放棄。。

另外另外，，從移民排期考慮從移民排期考慮，，申請申請EB-EB-11還有壹個還有壹個
非常有利的條件非常有利的條件，，那就是移民簽證壹般不需要排那就是移民簽證壹般不需要排
期期。。每年每年，，美國全球職業移民簽證配額的美國全球職業移民簽證配額的2828..66%%，，
即大約即大約44萬個移民簽證萬個移民簽證，，另加上未用完的宗教移民另加上未用完的宗教移民
和投資移民的移民配額和投資移民的移民配額，，都會用於傑出人才都會用於傑出人才EBEB11
移民移民。。而從以往每年移民統計數字上可以看出而從以往每年移民統計數字上可以看出，，
每年傑出人才每年傑出人才EBEB11移民的人數較少移民的人數較少，，EBEB11移民簽移民簽
證配額壹般用不完或只需短暫的等候證配額壹般用不完或只需短暫的等候（（從從20162016年年
起起，，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印度出生的外籍人士出現幾個月印度出生的外籍人士出現幾個月
的移民排期的移民排期）。）。

總的來說總的來說，，EB-EB-11對於傑出人才而言對於傑出人才而言，，最大的最大的
優勢在於申請程序中免去了申請勞工證這壹步優勢在於申請程序中免去了申請勞工證這壹步，，
從而大大縮短了整個移民申請的時間從而大大縮短了整個移民申請的時間。。另外另外，，該該
類職業移民不用花時間去等待簽證配額類職業移民不用花時間去等待簽證配額，，使得傑使得傑
出人才在遞移民申請同時出人才在遞移民申請同時，，為自己或者配偶申請為自己或者配偶申請
工作許可和回美証工作許可和回美証，，並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並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獲得
美國的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美國的合法永久居留身份。。因此對很多研究人員因此對很多研究人員
，，醫生及其它工程技術人員來說醫生及其它工程技術人員來說，，EB-EB-11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移民可以說是獲得美國綠卡的移民可以說是獲得美國綠卡的““高速快車高速快車”。”。

如果您想知道您是否符合傑出人才的標準如果您想知道您是否符合傑出人才的標準？？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頻道《《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主持人蓋軍主持人蓋軍、、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以及移民律師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以及移民律師
陳文為您詳細解讀陳文為您詳細解讀。。您可以收看您可以收看1515..33頻道頻道，，也可也可
以通過以通過iTalkBB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國際電視平臺收看美南國際電視。。也可以在也可以在
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scdaily.com收看收看，，還可以在還可以在youyou--
tubetube上搜索上搜索StvStv1515..33 Houston,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移民窄門越縮越窄移民窄門越縮越窄，，EBEB11綠卡申請是什麼綠卡申請是什麼？？

你是否是你是否是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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