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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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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帶來的經濟衰
退中，美國人買房子的熱情卻絲毫沒有衰退。

根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佈的
10月的全月資料，目前美國房地產銷售的速
度和數量都處在14年來的最高水準。

抵押銀行家協會經濟預測副主席喬爾•

坎稱，造成房價高漲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
有史以來最低的抵押貸款利率，二是40年來
最低的房屋儲量。錢多房少，房價自然蹭蹭的
漲。

目前，全美房價已經連續上漲103個月，
且上漲速度是收入的4倍。即便有史上最低

的貸款利率，購房者也在為
首付苦苦掙扎。在加州的聖
約瑟，房價中位數已經達到
14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20
萬元）。

面對這種情況，有房產
仲介疾呼：美國應該多造房
子！

房子都賣空了！
截止今年10月，美國的

房屋儲量已經下降到有記
錄以來的最低水準。在市場
上出售的房子，有70%會在
一個月內被買走。按照現在
的銷售速度，2個半月內，美

國房屋市場上所有待售的房子都會賣
光。

截止10月，全美房屋銷售量相比
去年同期增加21%，房價已經連續上漲
103個月（8年零7個月），較去年同期上
漲15%。進入11月後，整個房地產市場

已經因為無房可買，終於停下來喘了口氣。
房價如火箭一般直沖雲霄
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勞

倫斯•雲說：“我們現在面臨房屋短缺！是非
常嚴重的短缺！在現在的市場環境下，供應至
關重要！”

抵押銀行家們也支持經紀人們的說法，
銀行家協會經濟預測副主席喬爾•坎說：“住
房庫存短缺已使全國房價大幅上漲。

喬爾所言非虛，截至10月，房價的中位數
已經被拉升至創紀錄的313000美元（約合人
民幣203萬元），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16%。
相比去年，低價房屋的銷量反而有所下跌，而
中檔和豪宅的銷量飆升，這也直接導致房價
中位數飆漲。

在全美範圍內，售價在75萬美元至100
萬美元之間的房屋比一年前增長了80％，而
100萬美元及以上的房屋則翻了一番。（文章
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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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當前疫情當前，，美國人卻在爆買房子美國人卻在爆買房子!!
房價連續上漲房價連續上漲103103個月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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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低迷週期時投資房地產的三大好處經濟低迷週期時投資房地產的三大好處！！
房地產投資滿足了各種投資者的需求，包括多元化和創

收。因此，瞭解經濟衰退期間房地產投資在投資組合中的價
值非常重要。

總部位於紐約的華寶房地產合夥公司(Warburg Realty
Partnership)的經紀人Mihal Gartenberg說：“房地產是一種
有趣的資產。”“當股市表現良好時，隨著投資者擁有更多的
資本，價格往往會上漲。當股市表現不佳時，正在尋找其他機
會的投資者會發現房地產是避風港。”

換句話說，經濟放緩可能是購買房地產的原因，而不是
避開它。加滕伯格說，對房地產價格和經濟衰退環境的錯誤
假設可能會使投資者無法進行房地產投資，無論它是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稱為REIT還是購買租賃房地產)。她說：“上次
經濟衰退是由房地產泡沫引起的，這一事實在投資者看來仍
然很強烈，使他們認為經濟衰退導致房地產價格下跌。”“即
使在最近五次衰退中的三次中，房地產價值實際上仍在增長
。”

商業房地產銀行業務主管兼Bryn Mawr Trust高級副總
裁吉姆•埃根(Jim Egan)表示，經濟衰退可能是投資房地產
的最佳時機。如果其他投資者被迫拋售，資產價格下跌可以
建立買方市場。Egan說：“如果您正確地購買並瞭解成本，那
麼在經濟衰退期間進行修復，翻轉或購買並持有都是可行的
選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投資也是一種選擇，它涉及
的資本較少，並且可能使您的投資組合更加多樣化。”

以下是進入低迷週期時投資房地產的好處：

1、物業投資可以產生穩定的收入
考慮進行房地產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創造收入的機

會。房地產投資信託或REIT可以提供股息收入;直接所有權
使投資者可以賺取租金收入。作為收入來源，房地產投資往
往會在經濟衰退時提供可預測性。

“收益率的一致性使房地產投資更適合於度過衰退，”賓
夕法尼亞州白橡樹的Synergy Group的所有者和退休顧問

Jason Laux說。勞克斯(Laux)著眼於租賃物業，
他說，在經濟衰退時期，租戶支付的穩定租金不
會波動。他說：“他們的月租金總是到期的，與股
票市場無關。”

房地產投資者在利用租金收入來抵消經濟
衰退的影響方面擁有另一優勢。勞克斯說，當他
們控制租金價格時，他們有能力對沖通脹和改
變利率。例如，在續租時提高租金，可使投資者
跟上與通貨膨脹相關的價格上漲。在這方面，勞
克斯表示，與經濟衰退時期的股票和債券相比，
這種資產類別可以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2、房地產對波動的敏感性可能
較低

如果股價大幅波動，那麼股市的波動可能
會加劇投資者的經濟衰退困境。這會直接影響
投資組合的收益狀況。另一方面，房地產與股市
走勢的相關性較低，可以使其在經濟衰退期間
成為更可靠的選擇。

OTA Real Estate房地產教育主管Diana Hill說：“由於
房地產收入的穩定性質，通常可以很好地應對波動。”“即使
在經濟衰退時期，人們也需要居住，工作和獲得服務的場所，
因此市場將永遠存在。”希爾說，房地產投資的特點之一是其
發展緩慢。她說：“紙面價值可能會發生變化，但與年收入相
關的價值卻變化不會那麼快。”埃根說，房地產市場並非完全
不受波動影響。

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房地產市場低迷就
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經濟低迷時期投資波動性房地產時，
管理波動性風險全是戰略。在大蕭條期間，房地產投資物業
受到不同的影響。

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的Virtua Partners負責人奎因
•帕洛米諾(Quinn Palomino)說：“房主損失慘重，但單戶出

租資產實際上是一個積極的領域。”“過去，存儲和多戶家庭
等其他資產在經濟低迷時期往往更耐久。”同時，在衰退中，
工業，零售和辦公空間可能被證明風險更大，因為這些物業
的現金流取決於底層租戶如何應對經濟放緩。

3、房地產可能跑贏股票和債券
過去的表現並不能保證未來的表現，這是最古老的投資

規則之一。但是，如果股票和債券步履蹣跚，當經濟走向衰退
時，房地產可能會證明是有利可圖的。帕洛米諾說：“從歷史
上看，經濟衰退期間會有一系列潛在的結果。”例如，與多戶
住宅和公寓樓相比，零售商業空間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下行風
險。

投資者在房地產衰退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
的策略。（（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嚴冬來臨前送你一份萬全的嚴冬來臨前送你一份萬全的““房屋防寒訣竅房屋防寒訣竅””

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冬季極端天氣可
能會讓我們失去電力或其他公共服務，所以
嚴冬來臨前，房屋要做好萬全防寒準備。以
下是防寒訣竅：

除去雜亂並清理屋頂
秋天，樹葉、樹枝很容易掉落到屋頂和

排水溝內，下大雪前，務必及早清理，以免大
量被冰雪覆蓋、導致屋內滲漏；如果房子空
著，冬季關閉房屋前，應盡可能清除所有雜
物。

隔離閣樓
南卡羅來納州的商業及居家保險機構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Business and Home
Safety首席工程師科普(Anne Cope)說，將閣
樓地板加以絕緣，可讓屋內的活動空間保暖
；入冬前檢查閣樓通風口、看看是否漏水，並
查看隔熱層。將來出售房屋時，良好的隔熱
性能可降低冷暖氣費用，是一大賣點。

維修取暖系統
提前檢查加熱和通風系統是否有問題、

並加以清潔；除了保暖，在一年中最冷的時

候讓暖通空調(HVAC)保持運轉，可避免管道
結冰。此外，應將閒置空間的溫度保持在高
於冰點，約華氏50到60度。在您離家避冬前
，對暖通空調進行維修也很重要，可防天寒
時管道破裂。

確保管道可抗寒
如果您的管道會穿過“爬行空間”

(crawl space)，可將管道或針對爬行空間加
裝隔絕裝備。科普建議使用漏水和管道溫度
感測器，前者會發出壓力陡降訊號、表示管
道破裂，後者會通知管道有狀況，可及早處
理、防止破裂。此外，自動斷水閥越來越流行
，一旦管道結冰並破裂將自動停止水流。

致電專人清掃煙囪
美國煙囪安全協會表示，無論使用燃木

或燃氣壁爐，每年都要檢查一次煙囪；如有
雜物需加以清除，以免導致煙囪內部起火、
一氧化碳倒流到屋內，清除可能阻塞的動物
巢穴並檢查磚石內的狀況非常重要。

檢查漏風處
可在房屋周圍走動，檢查是否有漏風漏

氣，尤其是門窗周圍。可用填縫劑密封裂縫
和風雨帶，減輕供暖系統負擔。

有朋友相助
如果休假或出差，最好有親朋好友幫忙

看著，尤其如果冬季風暴來臨，如果有人確
保電源沒有中斷、協助鏟雪，都大有幫助。必
要時可雇用當地雜工定期檢查，確保持續供
暖、電源接通、沒有小動物闖入屋內。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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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新房需和您的經紀人溝通的幾件事選購新房需和您的經紀人溝通的幾件事

在購置新房時，為了能更便捷的擁有一處屬於您和您家
庭的幸福空間，和您的經紀人溝通是很重要的。

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一處新的住處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
這也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通常，許多人在買房的過程中卻
過於注重分析。他們可能會這樣總結他們的新家需求:“我們
想要一套200㎡的房子，有三間臥室和一個兩車位的車庫。”
雖然這些絕對是需要記住的因素，但它們並不是最重要的。
購買新房不僅僅是面積或臥室的數量；這會是您長久生活，
和家人共度幸福時光的地方。

那麼，當您開始約見您的經紀人時，您需要讓他們瞭解
您在新家最需要的是什麼，以及如何幫助選擇最適合你的家
。為了讓您知道應該討論什麼，這裡有10個方面可以給您參
考。

1. 購置新房的理由
一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您搬家的主要原因。人們搬家有

很多不同的原因，通常這會幫助經紀人更好地瞭解您的需求
。也許是有了一份新工作；或者是剛結婚，有了一個孩子；又
或者想要與父母共同生活。也許是需要更多的存儲空間，或
者是厭倦了現在生活的區域。不管是因為什麼讓您選擇換置
新房，一定要分享這個理由。這可能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上
會有很多人多人忘記提及!

2. 入住期限

由於美國的房產特殊性，總是有大量的期房，為
了更加順利的入住新家，最好還是早早和您的經紀
人溝通下具體的入住時間吧~ 對於一些家庭來說，在
新學年開始前的夏季搬家是很重要的。另一些人則
希望在寶寶出生之前就把新的育嬰室準備好。當然，
您也可以根據租約到期、新工作、婚禮、假期等來計
畫具體的入住日期。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家庭選擇利
用Lennar的快速入住優勢，這樣他們可以在30天內
搬進新家。無論您的入住日期是什麼，請告訴你的經
紀人，他們將能夠幫助您輕鬆順利的入住新家。

3. 入住地周邊的資訊
您的新家經紀人，不僅僅是專業的購房顧問，也

會是幫助您熟悉周邊的最好夥伴。如果您需要關於
小學、雜貨店和開車上班的最佳路線的建議，他們可
以提供幫助。記住也要談談您的愛好和興趣—比如
徒步旅行、打高爾夫球、購物或者只是出去吃個

飯—這樣您的經紀人就能給您提供附近有什麼地方可
以去。不管是要搬到別的州去，還是要在當地生活一輩
子，您的新家經紀人都能給您提供最大的幫助。

4. 家人對搬家的感受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一點，但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

因素。對於搬家，進入一個新的環境，不一定每個人都
充滿了期待和喜悅，也會有些緊張焦慮的。搬家對一些
人來說並不是愉快的經歷，所以與您的經紀人分享這
些細節可以說明他們瞭解所有的動態。這也能給您機
會去瞭解您家人的感受，去更容易接受新家。例如，如
果您的孩子喜歡運動，就可以問問您的經紀人關於社
區及周邊的運動設施；至於工作路程，可以看看交通便
捷的地區。總之，一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以便減少選
擇的困難。

5. 現有住房的困擾
讓您在新家感到快樂的關鍵是把您在舊房子裡的煩惱

拋在腦後。當然，如果在您之前的家裡困擾著您的事沒有得
到解決，那麼，這還會再次困擾您。是討厭以前的衣櫥有多小
嗎？或者是因為上一個廚房沒有櫥櫃空間嗎？又或者是否厭
倦了週末的房屋維護專案？再或者是因為鄰居關係？也許是
已經厭倦了在街上找停車位，又也許是希望有更多的餐館外
賣選擇。總之，和您的經紀人聊聊吧，讓您的新家遠離這些舊

的困擾。

6. 最常使用的房間
在新家裡，花最多的時間會在哪

裡? 您是在家辦公，需要一個安靜、舒
適的辦公空間嗎?又或者，您是一個狂
熱的廚師，喜歡在週末在廚房烹飪烘
焙嗎? 還是喜歡娛樂嗎，想要盡情遊戲
嗎? 還是喜歡一個大的餐廳嗎？或者希
望享受spa之夜，想要一間豪華的浴
室? 無論在哪裡，這都將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這能更快的
讓經紀人為您準確的匹配合適的房源
戶型。

7. 新家中最期待的空間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考慮住進新家時，您會對什麼

最感興趣? 擁有一個可以坐著看星星的戶外空間會讓您快
樂嗎? 是否一直想在假期舉辦一次家庭聚會? 您對孩子們可
以在一個安全的社區裡玩耍感到興奮嗎? 每個人的情況不
同，所以每個人都會對不同的事情感到興奮。所以，您也可以
選擇和您的經紀人分享這些，這可以幫助他們為您和您的家
庭打造一個完美的新家。

8. 您的購房經歷
這是個很棒的分享，讓您的經紀人瞭解您是第一次參觀

樣板房，還是已經逛了一陣子了；或者，您是否與其他社區的
代表進行過一些很好的交流，或者您是否有過一些不太好的
互動? 有時尋找一個合適的新家會很有壓力。如果是這樣的
話，告訴他們什麼可以進行得更順利。如果到目前為止您諮

詢的結果很好，也可以告訴他們為什麼。當您和經紀人分享
這些資訊時，這些會讓他們知道如何避免您過去經歷過的任
何問題，並繼續做那些讓您感到愉快的事情。

9. 是否有心儀的社區
不要顧忌談論您心儀的其他選擇! 您的經紀人瞭解您可

能正在探索多種途徑，所以公開討論這些問題並不失禮或粗
魯。記住，您的經紀人將是當地和其他社區的專家，所以他們
可以快速幫助您瞭解他們之間的異同。並且在溝通的過程中
，也方便您做出明智的決定。

10. 您對購房流程的熟悉度
如果您之前買過房子，這對您來說應該不會是什麼難事

。但如果這將是您第一次購買，那麼您有可能不知道它是如
何運作的，這個問題，您的經紀人能很好地幫助您解決的! 您
的經紀人可以讓您清楚的瞭解這個過程是什麼樣的，並一步
一步地陪伴輔助您，直到您順利的入住新房。通過Lennar與
Eagle Home Mortgage、CalAtlantic Title和北美優勢保險公
司(North American Advantage Insurance)的合作，您完全
可以期待一個無縫的、以客戶服務為中心的體驗。

所以，如果有了購置房產的念頭，又在顧慮各種麻煩，別
猶豫了，聯繫我們的經紀人吧，他們將給您提供一次專業舒
心購房體驗。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再回去考虑一晚，自己做过的事儿自己最清

楚！”

经过对案发现场的反复勘验，宋兆明认为老人

并非是“被石头绊倒致死”。

于是，他安排约见报案人高某到现场，“请”

报案人再次陈述当时的场景。

表述前后矛盾、眼神瞬间惊恐、呼吸忽然加快

……报案人的种种表现都没有逃过宋兆明的眼睛，

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猜测。

目击证人瞬间反转成为肇事真凶。

2019年3月16日，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在

城郊闫庄村一条中心路上，村里一名身体健硕的老

人外出散步却意外死亡。

经过勘验，先期处警的同志得出了老人被石头

绊倒致死的初步结论。

在外地办案返回的宋兆明没有轻易下结论，一

贯严谨细致的他首先到太平间查看了尸体，反复查

验后发现死者腰部有一处很不显眼的擦伤，由于室

内灯光太强烈，他关掉灯后借助手机屏幕微弱照明

贴近死者细致观察，用了近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才

将痕迹固定提取。

紧接着，他连熬两个昼夜翻阅案卷，对现场图

的数据标注、现场勘查笔录记录都一一进行斟酌，

随后又抽调警力进行现场重建，到了现场他一蹲就

是一整天。

通过对现场一寸一寸的推进复勘，他发现了现

场路边一侧树栅栏强烈歪倒的细节，结合多年侦办

大案要案的经验，他提出了“一定有外力导致死者

摔倒”的推断。

为证实自己推断，他安排约见报案人高某到现

场，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他亲自安排对高某进行询问，从拉家常一步步

深入，逐渐打消高某的抵触情绪，在高某心情稍微

舒缓的时候话锋突转，让高某将自己打电话救人的

细节连续陈述了三遍，宋兆明目光如炬紧紧盯住高

某闪烁游离的眼神，仔细观察着高某面部表情每个

细微变化。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高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

溃，在高某低头不语、欲言又止的时候，宋兆明果

断结束了询问，并意味深长地对高某说：“再回去

考虑一晚，自己做过的事儿自己最清楚，如果还不

想说，我就带人去家里找你！”

第二天，高某在巨大心理压力下主动投案，承

认其驾驶电三轮撞倒老人后逃逸的犯罪事实，过程

与宋兆明的推断完全吻合。

许多被抓捕归案的肇事者都说：“害怕宋兆明

的眼睛。”

那双浓眉下深邃的眼神，闪烁的芒刺像手术刀

般的锐利。

今年1月26日是大年初二，在接到德州市公安

局党委下达的抗击疫情的动员命令后，宋兆明第一

时间赶回大队，并立即组织成立了抗击疫情党员突

击队。

2月5日上午10时，在德州市德

城区赵虎镇，一名五十多岁的妇

女骑一辆电动车落水溺亡。

事发时正处于疫情期间，又是春

节特殊时期，村里人员较为聚集

，在当地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时

间成了舆论的焦点。

由于案发地没有监控，也没有目

击证人，只有一名到村里督导防

疫工作的乡镇干部路过并报了案

，死者家属不相信是死者自己发

生意外，当时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就认定报警的乡镇干部就是肇

事者，并纠缠着报案人不放，一

度给从事防疫工作的乡镇干部造

成很大的压力。死者的亲属也准

备到镇上讨个说法。

接警后，宋兆明迅速带队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将死者从冰冷的河

水里打捞上来，并对事故现场道

路、车辆以及死者尸体进行全面

细致勘验。

痕迹物证不明显，证据调查难度

大，这起案件如果处理不到位，

极有可能会给当地的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的严重后果。

宋兆明带领战友们连续奋战10个日夜，排查

走访了附近4个村近200名群众，对周围村庄的60

多处监控进行了调取，对桥面的质量、坡度进行了

12次勘验，并开展了7次现场模拟实验，最终查明

：死者系转弯时自身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

死者家属由最初的怀疑到不理解，又从理解到

感激，对办案民警严谨细致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很高

的赞扬，让这起疫情期间有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得以平稳化解。

还有一次是在2015年 7月31日凌晨，德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发生一起死亡肇事逃逸案件，由于事

发现场偏僻，没有路灯，没有目击者，仅有肇事车

辆掉落的几块碎片。专案组一连工作了三个月仍然

没有任何线索。

为进一步确定肇事车辆和嫌疑人，宋兆明调整

思路，走群众路线！把全市十几家汽车修理店的修

车高手找来，请大家对现场物证进行分析。

通过6个小时的反复比对，终于碰撞出了火花

，他们判断出，现场物证应是汽车修理工练习用的

，从类型看应该是年轻人！

锁定了排查范围，2个多月的时间，宋兆明带

队跑了5000多公里，排查了800多家修车厂，并经

过8天的蹲守，最终将肇事者抓获归案。

死者家属听闻案子告破含泪感叹道：“连续蹲

了八天的点儿，俺女婿陪了几天都累趴下了，宋警

官真是个铁人！”

按常理来说，案结事了，但对因车祸致贫、致

残的当事人，宋兆明还会主动伸出援手，有的帮助

申请低保，有的帮助介绍工作，也有的自掏腰包前

去看望。

辖区居民王某升便是其中之一。

肇事车辆逃逸后，髋骨骨折的王某升瘫在床上

一年多，妻子带着孩子改嫁，自己身无分文，一度

曾想到过轻生。

宋兆明了解情况后，一边追逃一边常去探望，

自掏腰包累计资助1000元钱物，发动大队民警捐

款捐物5000元，并扶贫先扶志，帮他找到一份收

入相对稳定的工作，帮其树立了生活勇气。

在宋兆明坚持不懈努力下，嫌犯最近终于落网

，该案的民事赔偿已进入司法程序。

2020年1月2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宋兆明早

早来到单位，将准备好的对联、福字以及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搬到车上，驱车赶往宁津县，看望刘德

军、陈洪菊。

老两口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育有3个儿子。

2013年，大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失去了生命

。“老大踏实孝顺，早早出去打工，挣来的钱大多

帮衬着家里，但是人说没就没了。”陈洪菊回忆。

老年丧子，老两口悲痛欲绝，家中失去了顶梁

柱，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六年前宋兆明第一次来到他们家进行走访慰问

时，不但送去慰问品，还帮助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

困难。

当时，得知宋兆明要来，陈洪菊早早等在胡同

口，家里备好了热水和花生，堂屋的长桌上又摆上

了那一箱白酒。

这箱酒是2018年时，为了感谢事故大队的民

警，老两口凑钱买的，已经经历了2轮“送与还”

。

临走时，两位老人将宋兆明堵在屋内，一定让

他把酒带回去。

“这酒俺们送了两回了，你们每回都是今天收

了过几天就给送回来。今年说什么都要收下，再也

不能往回送了。”陈洪菊说。

返程的路上，宋兆明盘算着找个时间再把酒送

回去，“老人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绝对不能要。”

26年来，宋兆明一直战斗在交通事故处理第

一线，是德州市交通事故处理战线上的佼佼者。

可是，他却愧对妻子、孩子。宋兆明的儿子患

有先天性疾病，曾经在北京进行了五年的康复治疗

。

这漫长的五年中，只有妻子独自一人在北京陪

着孩子。

宋兆明说：“每次去北京的时候，心情是最好

的。到回来的时候，他们看着我的背影，很难过，

我看着他们也是。每次回头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

。”

瞬间反转！目击证人竟是肇事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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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國人身份在美國投資房產以外國人身份在美國投資房產、、
股票及遺產等報稅的優勢及劣勢股票及遺產等報稅的優勢及劣勢

持綠卡者，從進入美國那一刻，便已成為美國納稅人；歸
化的美籍公民，必定是當然的美國納稅人。而未獲得美國公
民或綠卡的外國人，如果在美國居住並超過特定時限，也可
能在稅務上成為稅務居民（Resident Alien），要像美國人一
般，為全世界的收入報稅。

時限及計算方法如下：
1. 假如外國人一年內居住在美國183天或以上，即使沒

有永久居民身份，也被視為稅務上的美國納稅人。
2. 假如今年居住在美國31天或以上，而過去三年也曾在

美居住，便要將今年居住的時間，加上去年居住時間的三分
之一，再加前年居美時間的六分之一，若總數達183天，便自
動成為美國納稅人。

幾種較特別的情況，不被計算在居美時間內：加拿大和
墨西哥居民白天過境工作、在去外國途中於美國過境、外國
船隻船員在美停留、由於健康原因不能離開美國的時間、留
美學生的頭五年等。

不符合以上居住要求的外國人則在稅務上歸為外國人
(Non Resident Alien)身份。

外國人稅務的好處
假如在稅務上符合外國人（Non Resident Alien）身份，

在美國賺取的聯邦公債利息、銀行利息及買賣股票或共同基
金賺取的「資金增值（Capital Gain）」收入，完全免付任何美
國稅，銀行或股票經紀行亦無需扣30%的預繳稅（Withhold-
ing Tax）。

外國人由於沒有社會安全卡號碼，在美國銀行或股票經
紀行開設帳戶時，須填寫W-8BEN表，以證明其外國人身份。
這份W-8BEN表格的有效期是三年，三年後須再填，否則銀
行將扣除預繳稅。

要注意的是，一些持外國身份的家長，為求便利，與已是
美國公民或居民的子女，聯名開銀行或股票戶口，既讓子女
代管財務，也方便子女繼承其遺產。稅例規定，聯名戶口的每
一個持有人都須填寫W-8BEN表格，如其中一位元持有人是
美國公民或居民，便不能填寫W-8BEN表格，結果令該帳戶
變成由美國人擁有，失去外國人免預繳稅和免收入稅的好處

。

外國人在美出租房產收入
外國人可以在美國自由購買出租房地產，但租金收入和

將來賣出時得到的資金增值收入都是個人的收入，需要繳付
入息稅，情況與一般美國納稅人無異，只不過他們要用
1040NR表格。

外國人申報收入稅，稅率與美國人一樣，可是，外國人不
能享用以下兩項扣稅的優惠：

個人免稅額（Personal Exemption）–美國納稅人每人有
3950元個人免稅額，已婚共同報稅者可得7900元個人免稅
額，家中有「受撫養人」（dependent）者可以得到更多個人免
稅額，而免稅額減低要課稅的收入和收入稅。外國人利用
1040NR報稅表時，只能享用一個個人免稅額，除非該外國人
是加拿大或墨西哥公民，或是南韓公民。

標準扣稅額（Standard Deduction）–美國納稅人可使
用起碼6300元標準扣稅額，已婚共同報稅者有12,600元標
準扣稅額。可是，外國人不能使用任何標準扣稅額，只能選擇
使用逐項扣稅（Itemized Deduction）。假如該外國人完全沒
有在美國居住，沒有任何逐項扣稅的項目，便等於沒有任何
扣稅的優惠。

因此，外國人雖然收入稅率與美國人相同，實際的稅金
比美國納稅人稍高。

外國人在美賣屋時的收入
有一條稅例，名為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

ty Tax Act of 1980（外國人投資房地產稅例，或簡稱FIRPTA）
規定，外國人在賣屋時的增值收入並非稅率比較低的「長期
資金增值」（Long Term Capital Gain），而是當為普通收入
（Ordinary Income），要按稅率計算稅金。

此外，外國人也面對「預繳稅」（withholding tax）的問題
，稅例上規定，假如賣屋者是外國人，而該物業不是自住和售
價超過三十萬元，買家或其公證代理便有責任，要在賣屋款
項上扣除預繳稅，然後交入國稅局。扣除的金額是賣屋價的
10%。不論是否有資金增值，也不論資金增值多少，都要扣除
預繳稅。

除了聯邦國稅局扣稅的要求外，州政府也有可能規定要
扣除預繳稅。在加州稅局規定，要扣起售價的3.3%，亦是買
家和公證代理的責任。

這兩者都是預繳稅，假如真正的稅款比預繳金額低，當
然可以在報稅時要求將多付了的稅金取回。

外國人遺產贈與稅
每個美國的居民及公民，都有一個遺產免稅額，若遺產

市值不超過該金額，就完全沒有遺產稅。
目前，遺產免稅額是每人549萬元。這個遺產免稅額全

部可以在生前預先贈與，即將自己的資產送給他人，只要在
免稅額以內，即可免付贈與稅。此外，每人每年可以另外贈送
任何一個人14,000元，同樣免付贈與稅。

外國人如果在美國有產業，逝世後的遺產稅如何計算？
除了在美國的銀行存款不計算外，其他在美國股票經紀

行戶口中的股票、債券、甚至房地產，都算遺產。外國人在美
國的遺產，只有6萬元免稅額，所以可能會有相當重的遺產
稅。

外國人把這些將來被算為遺產的資產，作生前贈予又如
何呢？

外國人亦有每人每年14,000元免贈與稅的條例，可是他
們僅有6萬元遺產免稅額，且不能在生前預先贈予。所以外
國人將在美國的資產作贈予是有困難的。外國人要將在美國
的房地產免稅贈送給子女，需要先成立公司，將房地產放入
公司，然後將公司股票作贈予，因為股票是屬於Intangible
資產，沒有禮物稅。

順便一提，外國人假如去世，產業一樣要通過法庭認證
（Probate）的過程，才能由受益人繼承，除非該外國人在生前
已經成立生前信託。換句話說，外國人假如在美國用個人的
身份投資房地產，應該由律師設立生前信託，去避免將來需
要通過認證。

當然，更加一勞永逸的方式是利用人壽保險來對沖遺產
稅稅負。因為保險是intangible asset，不算入外國人的遺產
之列，所以用很小的代價購買人壽保險，萬一發生意外，保險
的賠償金可以用來支付遺產稅而不需要被迫低價變賣資產
等。（（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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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個正確啟動房地產業務的技巧個正確啟動房地產業務的技巧
這周我從一個想要開始房地產投資的人那裡得到了一

個問題，這位女士決定從缺席業主開始，她問我的問題是：
“我已經設法得到了幾個缺席業主的名字，現在，我要寄什麼
給他們呢？”在她的腦海裡，一旦她有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她
就一切都準備好了，郵件只是行銷的一方面，在你開始創業
之前，你需要準備一些系統和程式。這裡有一些建議，可以幫
助你在房地產投資事業中邁出正確的第一步。

1. 你需要制定一個計畫
為了在這一行取得成功，你需要源源不斷的線索，這是

不可否認的事實，有很多方法可以產生這些線索。你需要決
定的第一件事是你將使用哪種行銷策略，你的行銷預算可能
會在這個決定中起作用，如果你的預算很少，你只能從幾個
名字開始，你的成功將是非常緩慢的。

2. 決定你將開始的行銷策略
我喜歡直郵方法，這無疑是我最好的線索來源，但如果

你缺錢，這不是你想開始的戰略。廣告標誌、網路行銷、打電
話、甚至直接敲門都是免費或低成本的方式，重要的是立即
決定並開始。

3. 你需要一個賣家清單
如果你計畫進行直郵宣傳活動，你需要一個良好的賣家

名單，她的問題中有一件事讓我很困擾，那就是她說：“我已
經設法得到了幾位缺席業主的名字。”任何成功的直郵活動

將帶來一個良好的、大量的名單，會有不少名字。這是一個
數位遊戲，如果你的數字太低，它就不起作用，我還不知道
她有多少個賣家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從哪裡得到這些名字
的。

4. 應該把這些資訊放在哪裡？
在你寄出第一封直郵信件或明信片之前，你需要一些

基本的系統和程式工作。一旦你得到了你的賣家名單，你會
把這些名字放在哪裡？當積極的賣家打電話給你時，你會把
他們的資訊記錄在哪裡？你將如何管理你計畫的實施？如果
您打算將郵件業務外包，你可以將試算表上傳到郵件公司，
但這並不意味著您不需要資料庫，你需要一些聯繫管理軟
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獲得很多資訊。

5. 對打電話的人說些什麼呢？
對積極的賣家說些什麼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

我建議每個人都從一個房產資訊表開始，作為第一次調用的
指南，它可以說明你獲得所有你需要的資訊。但只把這張紙
當作指南，不要把它用作腳本，你和賣家的電話內容應該是
對話式的。你能做的第二件事是角色扮演，練習當有人打電
話時你會說什麼，一定要在你剛起步的時候接聽你所有的電
話，這樣你就可以很輕鬆地和賣家交談，這需要練習。

6. 創建跟蹤系統
你一定聽說過“這筆錢正在跟進中”這句話，這是千真萬

確的。如果你正準備發出你的第一封郵件，你可能還沒有考
慮過跟進系統，但事實的真相是，在你寄出第一封郵件之前，
你就應該考慮清楚。

7. 計畫+執行=成功
我給那些剛開始創業的人的建議是，花點時間來計畫和

創建這些基本的系統和流程，把一些簡單的事情放在合適的
位置，你會有一個好的開始，當你的電話開始響的時候，你會
感覺準備得更充分。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美國房子到底是現金買好美國房子到底是現金買好，，還是貸款買好還是貸款買好？？

那麼貸款購買會比現金購買更有哪些優勢呢？讓我們來
對比看看。

現金購買vs貸款購買
房地產投資者在初期考慮購房投資的資金來源及準備

時，全部用現金交易還是向銀行申請部分抵押貸款無疑是不
可避免的問題。

若購房者本身是喜歡進行多種投資的成熟投資者，那麼
選擇抵押貸款購房將會給予其充裕的現金流來計畫其它投
資回報率高於銀行貸款利息的投資，從而實現資本的最優化
利用。

若購房者的資金不用來買房就只是單一地存在銀行帳

戶收取利息，那麼考慮到貸款產生的相關費用，在資金充裕
的前提下，或許全現金購房會是較經濟的選擇。

自2001年後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現金交易/貸款購房
的跟蹤資料可以看出，在2009年次貸危機之後，越來越多
的房地產交易屬於“全現金交易”(All-Cash Deals)。

這種現象的存在還歸因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復蘇、美
國迎來了“賣家市場”(Seller’s Market)，即供小於求的情況
下，“全現金”買家競爭力要遠高於含貸款計畫的買家；越來
越多的外國投資者鎖定美國房地產市場，往往這些投資者
擁有足夠的現金購買力；

受投資者追捧的“開發商新房交易”(Sponsor Deals)
往往由於其完工期的不穩定性、較低的入住比例與大多貸
款銀行政策的衝突性，導致大量全現金交易的高占比。

全現金交易 (All-Cash Deals)：“全現金交易”從合同條
款上應理解為不受到“抵押貸款保護”的交易 (No Mort-
gage Contingency)，並非購房只能全部用現金。

抵押貸款保護 (Mortgage Contingency)：一般要求買賣
雙方合同簽署之後，買方在一定時間內進行貸款申請，若在
規定時間內無法得到貸款批准，根據“抵押貸款保護”條例，
則有權取消合同。

如果無“抵押貸款保護”，則意味著若在規定時間內買方
沒有獲得貸款審批，仍需要進行合同義務、交割房屋，視其等
同為“全現金”交易。因此，上述45%的比例並非完全排除“抵
押貸款”購房的形式。

貸款購房優勢一：減免報稅額

根據美國國稅局 (IRS) 最新的公告936及相關資訊，允
許貸款人將房屋貸款利息和地稅從當個財政年的納稅基數
中扣除。該政策不僅從橫向包括納稅人的第一抵押房和第二
抵押房，還從縱向涵蓋了多樣的借貸方式：如“購房貸款”
(Mortgage)、“房屋淨值貸款”(Home Equity Loan) 和“信用
貸款”(Line of Credit)。

只要滿足貸款專案是擔保性貸款 (Secured Debts) 和所
貸房屋自身條件 (Qualified Home) 這兩個條件，納稅人就可
通過“法定扣減專案”(Itemized Deduction) 享受相應的減免
。

其中，購房貸款總額不得超過100萬美元，其他兩種借
貸方式總額不得超過10萬美元。除此之外，國稅局還針對首
次貸款購房者提供相應的“抵稅額”(Tax Credit)。可以看出，
美國政府的稅收政策從多面上鼓勵和刺激著銀行業的貸款
專案。

貸款購房優勢二：具有靈活性
時間的靈活性：在賣方市場的大形勢下，有條件的購房

者完全可以先進行現金交割，之後再向銀行申請借貸專案。
項目種類的靈活性：除了傳統的“購房貸款”，上述提到

的“房屋淨值貸款”和“信用貸款”的使用目的並不局限于購
房，還可以是用作其他投資，如孩子的教育基金、付清信用卡
欠費等。這兩者的貸款資金使用和還款方式也同樣寬鬆，算
是值得考慮的選擇。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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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苦练剖篾绝活

1946年，刘嘉峰出生于四川渠县静边镇一个
偏远乡村。家乡盛产慈竹，乡亲们大多会用竹子
编制背篓、箩筐、簸箕、篾扇等生活用品。刘嘉
峰从小就对竹编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跑到篾匠
师傅跟前，看他们灵巧的手在篾丝间穿梭。7岁
那年的夏天，刘嘉峰到舅舅家玩耍，3个舅舅晚
上收工回来都在月亮坝里编篾扇，他看得心痒手
痒，就缠着舅舅教他编篾扇。在舅舅们的指导
下，刘嘉峰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件竹编作品——纳
凉驱蚊的篾扇。

从舅舅家回来的第二天清晨，刘嘉峰第一次
自己砍倒了一棵竹子，尝试划篾。划篾的工序是
不断用篾刀将竹子对开：一剖二，二剖四，四剖

八……一直剖到所需要的宽度。然而，第一刀下
去，竹子就跑了偏。划出的篾片宽的宽、窄的
窄，厚的厚，薄的薄。一根竹子还没划完，篾刀
把左手拇指划破一道深口子，鲜血直流。篾片也
锋利如刀刃，把手掌、手指划开几道口子。

7岁的刘嘉峰已经有了不服输的性格，竹子
越不听话，他越想征服它。伤疤没好，他又去山
上砍竹子，继续练习划篾，划废了再去砍。渐渐
地，竹子越来越听话，想让它多细就多细，想让
它多软就多软。

刘嘉峰开始练习编织山水、花鸟图案。到了
中学时期，他已经能在一把篾扇上编出 10 到 20
个汉字。这样的扇子一传开，乡民们把刘嘉峰称
为“神童”“编扇第一高手”。乡粮站、学校、乡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纷纷登门，向他定制竹扇。

刘嘉峰借鉴被面提花的编织原理，经过反复
尝试、研习，发明了竹编“提花编织法”，能够
编出明暗不同、层次分明的复杂图案。他还去自
贡参观学习“龚扇”技艺，得到“龚扇”第三代
传人龚玉文指导，将“龚扇”编织法的精华吸收
进自创的提花编织法中。

1973 年，刘嘉峰编织出第一把与自贡“龚
扇”一样精致的竹丝扇，被四川省工艺品进出口
公司看中，签订了 20 把扇子出口合同。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渠县第一个出口产品订单。为了让
他专心完成任务，这年6月，刘嘉峰被调到县二
轻局工作。花了两年时间，他编成了 20 把扇子，
按时出口国外。据说，一把扇子可以换一辆外国
小轿车。

竹编技艺能带来这么大价值，让刘嘉峰感到
惊喜和兴奋。从此，他更加潜心钻研竹编，努力
创造新工艺、新产品。1980年，渠县工艺美术厂
成立，刘嘉峰担任厂长。2001年，该厂更名为四
川刘氏竹编工艺有限公司。

创新竹编技艺

走进“刘氏竹编”艺术品陈列室，琳琅满目
的竹编字画、瓷胎提花竹编艺术品、双面竹丝编
画等映入眼帘。不管是平面画还是包裹在瓷胎上
的作品，都格外细致生动，仿佛是用画笔绘就，
很难想象是竹丝编织而成。

刘嘉峰研发的分层刮刀和排针，能制作出细
到 0.3 毫米、薄到 0.02 毫米的竹丝。这是他给自
己定的划篾标准，机械师傅的游标卡都无法测量
它的厚度。正是这样细而薄的竹丝，在刘嘉峰手
中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作品。

站在一幅平面竹编画前，刘嘉峰说，这是他
自己构思的画作，名为 《天堂》。画的背景是四
川九寨沟的秀美风景，一群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居
于其间，有的在爬高，有的在吃竹叶，姿态各
异，栩栩如生。他说：“这样自由而快乐的生
活，是我们老百姓向往的天堂。”

刘嘉峰指着一幅白度母竹编画介绍说，这是
他近两年最满意的一件作品，代表他竹编艺术的
新高峰。

2017年，刘嘉峰在藏区看见一幅清代唐卡，
惊叹于其高超的绘画艺术，想用竹编再现这幅作
品。画中的白度母肌肤洁白，身穿五色丽质天
衣，项挂珠宝璎珞，头戴花蔓，端坐莲台，佩戴
耳环、手钏、臂圈、指环、脚镯等，装饰繁多，
要用竹丝编织出来，难度非常大。

但刘嘉峰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越难他越来
劲。他在每平方厘米编织 48 根竹丝的基础上，
创新运用了通经断纬、挑压穿插等特殊编织法，
将原来的二层平面编织改为三层编织。花了一整
年时间，刘嘉峰终于完成了一幅与原画同样规格
的竹编作品。竹编画上的白度母端庄慈祥，配饰
繁丽，堪与原画媲美。

这幅作品刚完成，刘嘉峰就带去北京参加首
届世界竹藤大会竹工艺博览会，获得金奖。在博
览会上，刘嘉峰被授予“亚太地区竹工艺大师”
称号，这个荣誉全世界只有8人获得。

从事竹编几十年，刘嘉峰的作品在国际国内
展评中获奖 70 余次。他还主持编写了国家轻工

行业的平面竹编工艺品标准。他研发的“竹编系
列新产品”通过国家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获得了
许多海外订单。

致力传承推广

在“刘氏竹编”产品展厅，笔者看到各种雅
致而实用的竹编产品：瓷胎竹编茶具、瓷胎竹编
花插、竹编单肩包、竹丝发簪等。“这些都是我
儿子刘江设计的文创产品，很畅销，今年已创收
1000多万元。”刘嘉峰说。

提起儿子，刘嘉峰颇为自豪。刘江出生于
1977年，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毕业后，在
北京从事设计工作。2010年，刘江同妻子一起回
川，在父亲的公司负责产品设计。如今，他已是

“渠县刘氏竹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

刘江为传统竹编工艺品植入现代审美观，追
求简洁、自然、个性化。以前的瓷胎竹编都是在
买回来的陶瓷成品上进行编织，刘江根据消费者
的喜好，自己设计陶瓷器样式，进行定做。原来
竹编茶具都编至杯口，喝茶时嘴唇会含住竹丝，
且不好清洗。刘江改为编至杯身一半，实用性更
强。刘江设计了数十个系列产品，包括竹编包、
发簪、竹根、竹雕等新产品，上市后极受欢迎。

刘嘉峰最引以为豪的是亲手培育出5个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除了儿子刘江外，还有李春梅、
鲁丽竹、李琼、易勤，他们都在刘氏竹编公司工
作。

刘嘉峰办公室隔壁是一间平面竹编字画精品
工作室，他的两个徒弟李春梅和万宗渠正在里面
忙碌着。李春梅双手娴熟操作着挑针和竹隔片，
在手指翻飞间，竹丝渐渐形成生动的画面。

“1987年我刚中学毕业，就进了师傅的竹编
厂工作，一直干到现在。”李春梅说，师傅刘嘉
峰教徒弟很认真，他看了徒弟完成的作品，会像
老师批改学生试卷一样给作品打分。李春梅每次
都能得 90 分以上，后来刘嘉峰就让她编织精品
字画，还让她带徒弟。她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曾获
得国家金奖。

一楼的一间工作室里，刘嘉峰的另一个徒弟
鲁丽竹正在指导十几个女青年编织瓷胎茶具。

“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上班，不用东奔西跑外出打
工，大家都觉得挺好。”鲁丽竹说。

近年来，刘氏竹编公司累计为当地解决
1000 多人就业，年产值 6000 多万元。从 2017 年
起，刘嘉峰多次受邀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走进上海同济
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等学校
授课。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学习这门技艺，热
爱这门技艺，我不担心后继无人了。”刘嘉峰
说。虽已年逾古稀，他仍未放下手中的刮刀，致
力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竹编艺术品。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嘉峰：

小小竹丝，编出人生精彩
刘裕国

工具架上，整齐地放着勾刀、
匀刀、刮刀、分丝刀、篾尺、卡
尺、一字刨、锥子、篾剔……

74岁的刘嘉峰拿起自制的“剖
丝神器”排针，左手轻按竹片，右
手运行排针，沉稳地从竹片上划
过。奇了，1厘米宽的竹片，居然
被剖成32根均匀的竹丝，每根细如
发丝，薄如蝉翼，宽度仅 0.3 毫
米，厚度仅0.02毫米。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笔者有
幸一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渠县刘氏竹编”
传承人刘嘉峰师傅的剖篾绝活。正
是这手绝活，成就了他独特的竹编
艺术。

刘嘉峰用竹丝编织茶具。 简朝龙摄

刘嘉峰创作的瓷胎提花竹编龙纹梅瓶 刘江设计的瓷胎竹编莲蓬系列花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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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新冠病毒

，一次圣诞节假期前的防控措施升级，

一波欧盟国家对英采取旅行限制，令英

国遭遇一场措手不及的压力测试，提前

向世界展示了一下“硬脱欧”的样子。

履约管理、公平竞争环境和渔业问

题，是英欧谈判的三道卡。而近期猛烈

反弹的新冠疫情和出现的变异病毒，或

多或少地影响了谈判进程，成为检验英

欧如何看待及处理未来关系的试金石。

12月31日，英国“脱欧”过渡期的

最后期限。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

以来，英国“脱欧”大戏已经演了四年

半。随着英欧领导人24日宣布达成未来

关系协议，大幕终于徐徐落下。

【“硬脱欧”从未如此真实】

“我心情沉痛地告诉大家，我们无

法按原计划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正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迅速蔓延

，其传播速度比原始病毒快70%，他不

得不宣布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由于英国早在12月8日就率先启动

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接种，英国政府原

计划在圣诞节前后适当放松防疫限制。

然而，伦敦新近增加的确诊病例中，

60%缘于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疫情形

势陡然升级。

19日起，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的疫情防控级别提升至新增的第四级、

即最高级，对应的防疫措施类似于“封

城”。处于这一防疫级别下的人口为

1640万，占英格兰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20日起，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的民众居家，工作等必要原因除外；不

允许圣诞假期聚会，只能一对一在户外

有限社交；售卖非必需品的商铺、室内

休闲娱乐设施关闭。

英国宣布因变异新冠病毒而提升防

疫级别后，对岸的荷兰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20日起至2021年1月1日禁止英国

航班入境。接着，法国也宣布20日午夜

起48小时内暂停来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入

境，包括货运人员。这实际上等于对英

国关闭边境。

随后，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意

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阿根廷

、印度、沙特、土耳其等其他地区国家

陆续宣布对英国的旅行禁令，总数超过

20个国家。而且，这一数字在一天后增

加到了40多个国家。

其中，对英国打击最重的当属法国

的禁令，英国公路运输协会估计，滞留

货运卡车上万辆，英国来往欧洲大陆货

运量的20%受到影响。欧洲大陆是英国

生鲜食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加之圣诞

节假期前防控升级，供应受阻的同时需

求大增，英国出现民众抢购食品、超市

生鲜货架被搬空的情况。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对假期期间

的供应形势并不乐观，英国各大超市也

寻求加大从荷兰、西班牙的进口量。不

过，约翰逊则对民众保证绝大多数食品

和药品不受影响。但英国政府也担心，

如果海路运输封闭超过两天，几周后英

国储存的部分食品就将耗尽。而且，英

法之间货运不畅，也可能会影响新冠疫

苗的运输和供应。

约翰逊政府21日紧急开会商讨应对

措施，他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试图解决英法边境货运梗阻。欧盟委员

会22日也建议欧盟国家接触对英国的旅

行和运输禁令。

最终，英法两国22日晚达成一致，

23日起法国重开边境，恢复英法之间海

陆空交通，入境法国人员需持72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次英法之间持续

48小时的交通运输梗阻，更像是一次英

国“硬脱欧”的预演。

【谁都手握一份“B计划”】

“硬脱欧”这个词，至少已经存在

了3年零9个月。自从2017年3月29日

英国政府致函欧盟正式启动“脱欧”程

序以来，关于英国最终将以何种形式

“脱欧”的争论不曾间断。

今年1月31日，英国带着“脱欧”

协议正式脱离欧盟，随即进入为期11个

月的过渡期。今年3月，英国与欧盟启

动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

起初，谈判的最后期限设定在10月，以

便为接下来英欧双方议会审查以及欧盟

各成员国批准协议留出时间。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根据英欧2018

年通过的“英欧未来关系宣言”，2021

年起英国将退出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

税同盟，双方贸易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等安排。

英国政府9月9日公布的在为明年

国内4个地区贸易流通设置规则的《内

部市场法案》，因其中涉及北爱尔兰的

条款被认为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

遭到欧盟强烈反对，并启动英国违约司

法程序，双方谈判一度濒临破裂。

10月初，双方已进行9轮谈判，但

进展有限。谈判最后期限也从10月 15

日推迟至10月底，期间英欧双方相互放

狠话下通牒。10月19日至21日，欧盟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与英国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弗罗斯特连续三

次通话，22日双方宣布重启谈判。

11月下旬，因欧盟谈判团队一名成

员感染新冠，双方谈判转至线上进行。

11月28日，双方恢复面对面谈判，但在

12月4日再度暂停。英国首相约翰逊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得不直接沟

通，确认双方依然期待达成协议。

12月9日，约翰逊飞抵欧盟总部所

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与冯德莱恩进行

“最后的晚餐”，双方商定再给谈判团

队4天时间。到了13日，双方再度确认

有必要继续谈下去。

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做最坏打算。

约翰逊直言，英欧“非常非常可能”达

不成协议。英国16日展开代号“压顶石

行动”的演习，模拟边界出现混乱、渔

船非法进入英国水域等“无协议脱欧”

的最糟糕局面。这是英国和平时期最大

演习之一，已经为此筹备了数月。

欧盟委员会则在10日发布后备方案

，以防出现欧英未来关系谈判破裂的最

坏情形，应对可能发生的英国“无协议

脱欧”，涉及渔业和航空、铁路、公路

的人员流动与货物运输。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与冯德莱恩

进行“最后的晚餐”之前，曾试图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讨论英欧未来关系谈判。这一消息得

到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证实，但默克尔和

马克龙拒绝与约翰逊通话，表示所有谈

判都必须通过欧盟委员会进行。

【博弈围绕三大核心议题】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首

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都认为，设立履约

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保障双方企

业在欧洲市场获得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渔

业资源分配问题，是英欧谈判绕不开的

三个难点。

在履约管理方面，英国政府9月抛

出的《内部市场法案》，涉及北爱尔兰

的条款被认为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

，引发欧盟强烈反应，以不批准任何自

贸协议相威胁。

公平竞争方面和核心问题是补贴。

欧盟认为英国要想进入4亿多人口的欧

盟单一市场需要遵守欧盟规则，否则英

国企业可能凭借本国更宽松的监管和过

多的国家补贴获取额外竞争优势。英国

则指责欧盟试图把规则强加于英国。

实际上，在弗罗斯特看来，渔业问

题或许才是英欧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

双方矛盾主要集中在欧盟国家渔船在英

国海域的准入和配额，而法国被认为是

最不愿妥协的国家。马克龙曾表示，决

不能牺牲法国渔民利益，英国比欧盟更

迫切地需要自贸协议，理应付出更多努

力。

对英国来说，渔业的经济贡献微不

足道，这一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它

在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是关乎选票的政

治问题。英国国内“脱欧”派人士将其

视作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而欧盟要求

允许法国和荷兰等成员国的渔民明年继

续在英国水域捕鱼。

一旦“无协议脱欧”，意味着更高

的关税和混乱的经贸关系。美国高盛公

司预计，若英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加

之疫情叠加影响，2021年起双方可能会

有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陷入混乱。

好在，英欧24日敲定了长达2000

页的协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和冯

德莱恩24小时内5次通话直接介入谈判

。法新社报道，英国在欧盟渔船进入英

国水域捕鱼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为双

方最终达成协议扫除了障碍。

英欧达成协议后，约翰逊24日说，

英国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和法律，相

信协议对整个欧洲有利，为英欧关系带

来了新的稳定性。冯德莱恩表示，双方

终于达成了一份公平和平衡的协议。

这份协议涵盖贸易、投资、竞争、

渔业、交通、能源、数据保护、社会安

保等广泛领域。根据协议，2021年起双

方商品贸易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待

遇，这超过欧盟此前与加拿大、日本达

成的贸易协议。对于受疫情冲击的英欧

经济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欧盟渔民需在5年半内将赴英国海

域捕捞的产值减少25%，低于英方最初

提出的减少80%的要求；公平竞争方面

，经济纠纷可诉诸第三方仲裁，而不必

完全遵从欧盟司法体系，这被认为是英

国的胜利。

历时四年半，漫长而曲折的英国

“脱欧”进程终于划上句号，英欧关系

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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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 2021 新的
年頭，美國確診人數
仍激烈上升，已經超
過二千萬人之驚悚數
字， 但是華盛頓的政
客們只在乎政治利益
之爭奪戰，而對國人
之死亡痛苦却視而不
見。

當初聯邦政府答
應在年底前完成二千
萬人之新冠疫苗種植
， 截止今天只有二百
三十萬，政府的行政
如此緩慢 ，到底如何
向國人交待。

今午參議院以絕對多數把總統否決的
國防法案給否決了，換言之，這項由參眾
兩院通過之法案，即便川普不喜歡， 也由
不得他， 國會諸公在顧全國家安全的情況
下，都能共體時艱， 這真是人民的一大勝
利。

即將到來的元月六日總統選舉人票公
佈之大日子 ，不管川普如何運作拉攏共和
黨人”叛變” 都已經變得絕無可能， 拜
登當選已經是決無問題的事了。這次總統

當選人之正當性對川普來說，是生死之戰
，他的行徑給予共和黨們出了個大难題，
對於大選中七千多萬人支持川普之選票，
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 ，共和黨的議員你們
今後要選舉 ，就得看看川粉們的臉色，
但是基於國家整個利益，川普在他最後的
白宮歲月做出許多怪異的行動， 這是我們
歷史上所罕見。

動蘯混亂的一年，總會過去， 我們平
民老百姓所求的不過是個平安的日子， 但
願新的年頭 ，上天保佑我們。

Today the U.S. surpassed 20 million COV-
ID-19 cases while experts predict more tough
times ahead this month. The nation has also
set a pandemic hospitalization record for four
straight days. Some leaders say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In Atlanta, the convention center
will again become a field hospital according to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shows that De-
cember was the deadliest month with more
than 77,500 deaths, bringing the total now to
346,000 deaths.

The Senate voted on Friday to override Presi-
dent Trump’s veto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delivering a defeat to the
president in his final days in office.

Trump’s veto really forced the Republicans

to decide whether to defy the president in sup-
port of legislation that sets the defense policy
for the country. A lot of politicians know that
Trump got more than seventy million votes in
the election which gave him a very strong po-
litical base for the future.

Virginia Democratic Senator Tim Kaine issued
a statement after the vote in the Senate say-
ing that today’s vote sent a clear message
that Congress will not allow President Trump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at support stating that,
“I’m relieved the critical bipartisan priorities
we fought for will become law.”

As many as 140 House Republicans could
vote to throw out the electoral votes on Janu-
ary 6. That number represents a strong major-

ity of Republicans in
the House trying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and swear alle-
giance to the presi-
dent. But in reality,
these political
games will really
damage our demo-
cratic system.

We as ordinary citi-
zens are really dis-
gusted with what’ s
been going on in
Washington D.C.
politics. All we want
is the peace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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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rable Year ShouldMiserable Year Should
Be Over SoonBe Over Soon

醜陋悲悽的一年總會過去醜陋悲悽的一年總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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