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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投資對比國內房產投資優勢
隨著生活水準的不斷提升，人們對住房
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近幾十年，美國人的住
房變得更大，也更華麗。
據調查顯示，美國平均住房面積為 2720
平方英尺，47%的新建住宅為四臥或更多，
38%的住房有三間浴室，絕大多數新建住房
都至少有兩個車庫，55%新建住房至少兩個
樓層。
雖然美國也有不少人選擇租房子住，但
根據 Zillow 住房意願報告，45%的租房者對自
己沒有買房感到後悔。那麼今天，我們將帶領
大家瞭解一下美國房產對比國內房產投資的
優勢。

產權性質：
永久產權 VS 70 年產權
國外大部分房產屬於私有財產制度，而
在美國購買房屋、包括土地，都屬於投資者的
私有財產，產權更是永久性。房產所有人有權
買賣、贈送，房產所有人死後，合法繼承人有
權繼承這些財產，美國土地都是永久制的，屬
於業主並且可以永久傳承下去。而中國的住
宅產權是 70 年期限，即相當於花大價錢，為
自己和家人
“租”
來一套 70 年的房子。中國憲
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國家所有，農村的土地
屬集體所有，因此房屋所有人有房屋的所有

權，但是沒有土地的所有權，只有土地的使用
美元是全球範圍內流通最廣的國際貨幣
權，合法繼承人有權繼承房產所有權和土地 ，雖然最近有受到疫情影響，但仍不足以撼動
使用權。
其霸主地位。因此，投資美國房產更具有抗風
險的能力。
房產制度：
由此看來，買房的後悔沒有買到更大的
房產，租房的遺憾沒有在前幾年能看到美國
制度完善 VS 有待完善
房產的優勢。想要通過投資移民到美國的朋
美國房地產投資市場已經歷經多年，因
此在制度方面較為完善，有許多的
協力廠商機構來協助買賣房屋的進
程，包括：估價公司，房屋檢查，公證
公司，銀行、以及經紀人制度，產權
保險公司等等，能更有效地保證房
屋買賣的公平合理。
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近十年才
剛剛起步，無論是仲介制度還是買
賣過程，都存在許多問題。房地產市
場的投機行為遠超於實際需求。
房屋價格：美國房價不高，甚至
低於中國
根據美國房產機構 Zillow 統計
資料顯示，目前美國房產價格中位
數是 22.68 萬美元(約合 148 萬人民
幣)，這個價格在中國大多數城市中，都顯得 友們，不如及時抓住現在的機遇，選擇合適自
己的房產項目，為自己的財富增值、為家人的
平易近人
優質生活創造可能。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元資產，抗風險能力強

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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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交易需注意哪些
相關法律要點？
相關法律要點
？

對於要買美國房產的朋友來講，也要對美國房子交易的
相關法律有所瞭解，因為買房子畢竟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而且金錢也比較多，還是美國房產，如果有疏忽可能對經濟
造成損失。

終止合同權(Termination Option)
房屋買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生中最大的一筆投資，
同時不像其他商品一樣可以退貨。因此，為了保護消費者(買
主)的利益，在美國許多州的房地產買賣合同中，有一個或者
類似的重要的條款，簡稱 Option，這一條款對於美國房產的
買主非常重要。
這樣的條款在美國各州類似但也有差異，以德州為例，
該條款就是給已經簽約並存入定金的買主在一定的時間內
(7-10 天，有些州可達 15 天)可以以任何理由解除合同，定金
將如數退還給買主，買主損失的只是 Option Fee(50-100 美
元)，Option Fee 是買主與賣主在簽訂二手房合約時除了定
金之外的直接支付給賣主的費用。如果買主買成了這棟房子
，賣主要把 Option Fee 退還給買主。
在 Option 期間，賣主不可以再和其他的買主簽約，而買
主可以無條件的終止合約。這一條款對美國房產的買主非常
有利，一般是買主在這期間請專業的房屋檢查師(Home Inspector)做全面的房屋檢查，如果發現有重大問題，諸如：地
基、屋頂、下水系統或對人體健康有危害的地方，買主就可以
單方終止合同，定金退回。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檢查出一些小
的問題，這時買主會要求賣主做一定的維修，往往賣主會接
受買主的要求，把損壞的或不工作的地方修好。
美國各州類似的條款讓買主有充分的時間考慮和審核
房產，保護了美國房產買主的利益。

賠償金儲備系統(Recovery Fund)
如果美國房產經紀人採取欺詐的手段給買主或賣主造
成很嚴重的傷害和較大的經濟損失，買主或賣主告到法院，
這時可能犯法的經紀人已經畏罪潛逃，或者法院判決下來，
要求犯法的經紀人賠償受害人的經濟損失，但是這個經紀人

卻沒有錢來償還。巨大經濟損失的時候
，僅靠輿論的安慰和道義上的支持而沒
有得到在經濟上合理的賠償是遠遠不
夠的，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美國各州均有的經紀人賠償金儲
備系統(Recovery Fund)的設立提供了
解決方案，以下將對其進行簡單介紹。
該系統不是美國聯邦政府制定，是由各
州政府制定的，因此在相似的同時也有
所差異。有些州設置的賠償金儲備系統
的賠償金是由經紀人自己出從而累計
起來的。每個經紀人剛考到執照時交的
，大約 10 美元，然後在每年的執照延期時再交納
一些(50 美元左右)，一直到賠償金達到一定數
目為止。部分州儲備的賠償金最低額是 100 萬美
元，最高是 170 萬美元，一般維持在 150 萬美元
上下。也有一些州儲備的賠償金比較低，在 50
萬美金左右。一般來說，一次肇事賠償的最高額可達 5 萬美
元。賠償金儲備系統的建立使消費者的利益真正的得到了保
障。

產權公司和產權保險

國內發生過不少信譽不佳的房地產經紀公司扣押買主
的定金，佔用賣主所賣的房款，甚至鋌而走險卷走客戶資金
的事件，那美國在這方面是通過什麼方法來如何保護消費者
利益的呢？美國房產交易中產權涉及的事宜由產權公司專門
負責辦理。

1. 產權調查( Title Search)
當買主與賣主簽訂了買賣合同後，產權公司的律師就要
開始調查賣主的房子的產權記錄，即個物業的產權轉移的歷
史情況，同時也要調查該房子的產權上有沒有債務，如欠地
產稅，物業管理及市政府的罰單等。如果有問題，就一定要解
決了才能轉移產權，如果賣主不願意解決所
查出的問題，那麼買主就可以中斷合同，定金
退回給買主。

地產經紀人或賣方的經紀人控制。否則，一旦賣主違約，買主
要求退還定金時，賣主的經紀人常常會找各種理由拒絕退還
。如果定金是在買主經紀人手裡的話，一旦買主違約，賣主要
扣下定金時，買主經紀人也同樣會找各種理由拒絕交出定金
。所以，定金不能存放在經紀人手中，只能存放在中立的第三
者——產權公司手裡，這樣一旦發生糾紛，定金就能很快地
退還給買主或被賣主扣下。

4. 產權轉移過程
所有的產權過戶手續都是由中立的第三者即產權公司
辦理，當買主與賣主分別簽好了過戶所需文件，買主要把付
的房款用銀行本票(Cashier Check)的形式支付給產權公司(
不是賣主) ，如果是按揭的話，銀行要把貸款額電匯(Wire
Transfer)到產權公司的帳戶上，這時候房地產交易才真正完
成。產權公司就會根據房地產買賣合同的有關條文，把一些
費用，諸如: 傭金，產權保險，過戶的其他雜費，從房款中扣除
，並立即支付給賣主，所以很多賣主在過戶後數小時內就可
以拿到房款。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房地產經紀人介入控制房
款的機會。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2.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
如果產權沒有任何問題，產權公司會給
該房產提供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負責
買賣雙方產權轉移和過戶手續(Closing)，其性
質為獨立與買賣雙方外的保險公司。一但房
產的產權出現問題，發生意外，產權公司承擔
風險，給予賠償。

3. 提供協力廠商帳戶
(Escrow Account)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政府為了保持美國房
產交易的公平性，往往禁止定金由買方的房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I/房地產專日/210106B
房地產現況 3Status of Real Estate 簡 房地產現況
星期一

2021年1月11日

Mandy

Monday, January 11, 2021

A3

美國房產交易最後步驟：
過戶細節你一定要清楚！
行，賣主應該留下的東西都在，還要記錄
水電氣表的數位。如果發現沒修好的東
西，過戶時一定要與賣主交涉。
在過戶的前一天，過戶公司會給一
張精確的過戶費清單，買主可根據清單
上的過戶費，到銀行開現金支票。現金支
票可以開給買主自己，過戶時在反面寫
上付給過戶公司既可。過戶時還要帶一
張私人支票，如果實際過戶費超過現金
支票數額，再開一張私人支票補齊。

3. 過戶費用明細

1. 房屋過戶介紹
房產過戶是美國房產交易中最後的步驟，買主有權選擇
過戶託管公司公司，保證買主得到合法產權。如果你不知道
找誰，經紀人會向你推薦。
房產交易中的買家和賣家所訂立的產權轉讓條款，交由
協力廠商，也就是過戶託管公司監督執行。過戶託管專員屬
於獨立中間人，負責保管所有交易相關的資金，指令和檔，包
括定金，新貸款及貸款檔等，是交易中各方的共同指令得以
遵守的橋樑。
過戶託管員會檢查產權史 (Title Search)，查明賣主確實
擁有產權。最長要查 40 到 60 年的歷史，各個州有自己的規定
。如果查出問題，要把問題解決了才能過戶。產權檢查還能發
現與房產有關的債務，比如拖欠稅金，貸款，裝修費等。這些
債務會跟著房子走，所以在過戶前一定要賣主把它們清除掉
。如果沒有問題，過戶託管公司會到當地土地管理局把房契
登記在買主名下。為了防止意外，貸款銀行還會要求買主為
貸款銀行買產權保險。屋主自己的產權保險，買主有權決定
買或不買。
買美國房子進行過戶，有個過戶日。過戶日是在買賣雙
方達成協議時在合同中便事先約定好的，當然，如果雙方都
同意時，也可以在這個日期之前過戶也沒有問題。

2. 過戶前準備
過戶前一個星期，貸款的買主須落實房屋貸款。如果房
貸利率還沒鎖定，要馬上鎖定，以免過戶時來不及辦理。還要
根據過戶公司給的過戶費清單 (HUD-1) 草稿，把過戶費準備
好，並通知銀行什麼時候要多少錢。
過戶前幾天買方經紀人會向賣方經紀人要房屋檢查時
查出來的問題的修理帳單。一般修理應有 90 天的保修期，修
理帳單也可以做為保修憑據。買主在過戶前還要把房子重新
檢查一遍。除了看該修的東西都修好了，所有設備都正常運

在美國買房，除了房價以外，過戶時
買家還需要承擔一筆過戶費用 (Closing
Cost)， 大約占房價的 2%-5%。
一棟 50 萬美金的房子，過戶費用大
概在 10000-25000 美金之間。根據近期一
項調查，全美房屋平均過戶費用為 3700
美金。
過戶費用並不特指某一種費用，而
是涵蓋了所有過戶時可能會產生的費用。有些費用可以和賣
家協商。
貸款相關費用 (Loan Costs)
•貸款手續費 (Origination fee)銀行對於接受貸款申請
，審批，準備檔等工作收的服務費，大約是貸款額的 1%。
•折扣點數 (Loan discount points)
點數（Points）是貸款人預付的利息，可以用來降低利率。
一 個 點（Point）相 當 於 貸 款 額 的 1%，每 個 點 都 可 以 降 低
0.25%–0.5% 的貸款利率。預付的點越多，利率就越低。
•申請費 (Application fee)
不是每家銀行都有申請費，最多 500 美金。
•房屋估價費 (Appraisal fee)
房屋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銀行需
要請專人來評估房屋的價格。不同地
區，不同類型的房屋評估費用不一樣，
大約 300-500 美元，買家可以和賣家商
量平攤這部分費用。
•信用報告費 (Credit report fee)
銀行需要請信用服務機構來審查
買家的信用記錄，大約 20-25 美元。
•洪水認證 (Flood certification)
這筆費用將用來確定房屋是否在
洪水區 (Flood Zone)，一般在 15-20 美
元。如果是，銀行會要求買家購買洪水
險 (Flood Insurance)。
產權相關費用 (Title Charge)
•產權檢查費 (Title Search)付給
產權公司用來檢查房屋的產權史，確
保賣家確實擁有產權，也沒有任何與
此房產有關的債務，例如拖欠房產稅，
拖欠貸款等。

•產權保險費 (Title Insurance)
銀行會要求買家為貸款銀行購買產權保險，以免之前的
產權檢查出錯。買家也可以為自己購買產權保險。產權保險
費根據貸款額決定，一般是由買家支付，買家可以和賣家商
量平攤這部分費用。
•文件公證費 (Notary Fees)
大約 50-120 美金。
•律師費 (Attorney Fees)
付給律師審核過戶材料的費用，並不是每個州都需要，
大約 300-500 美金。
預付費用 (Pre-paids)
過戶費中有些費用是一次性的，而有些費用是房屋持有
期間需要持續支付的，例如貸款利息，房屋保險等。過戶時通
常需要預付一部分在銀行的託管帳戶 (Escrow Account) 中。
•屋主保險 (Homeowners Insurance)
保賠因各種原因（火災，盜竊等）對房屋和個人財產造成
的損失，通常不包括洪水和地震。在過戶時通常要預付第一
年的保險費。
•預付利息 (Pre-paid interest)
過戶那天到首次還款日中間產生的利息。假如房屋是在
4 月 10 日過戶的，那買家需要付給銀行剩下 20 天的利息。

4. 過戶時所需材料
美國房產過戶時要帶有效證件，比如駕照或帶照片的身
份證。外國人帶護照。還要帶銀行開的現金支票和私人支票。
一般過戶要一個小時，主要的要做的就是簽字付費等。
過戶公證員先把過戶費清單過一遍，如無異議，則賣主
和買主簽字。簽完字後，買主把支票交給過戶公證員，過戶公
證員把所有簽了字的檔拿去複印，交給簽字人一份。最後賣
主把鑰匙交給買主，房子就是買主的了。
（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
meifang
8kefu
kefu）
）

法治天地

警方摧毁 4 个裸聊敲诈团伙
其中一小伙竟然是受害人

本来是裸聊敲诈案件的受害人，却因为无力
支付敲诈费用，沦为犯罪团伙的“工具人”，帮
助他们向新的受害人下手。
忠诚 1 号集中统一行动中，在浙江省杭州萧
山警方的集中打击下，这些可怜又可叹的人和其
他犯罪团伙成员一起纷纷落网……
集中收网
日前，萧山警方接到受害人小李（化名，24
岁）报警，称自己遭遇裸聊敲诈，损失 2 万余元
。
在忠诚 1 号集中统一行动中，裸聊敲诈类案
件是萧山警方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接到受害人
报案后，萧山警方高度重视，由刑大重案一队会
同刑事犯罪研判中心等单位抽调精兵强将，串并
案件、对相关线索进行梳理。
通过对涉案软件、短信、账户、资金流向等
的分析研判，侦查员迅速锁定一名叫小凯（化名
，24 岁，宁夏人）的涉案人员。民警顺藤摸瓜，
又发现多名同案人员。
在基本摸清诈骗团伙组织架构并掌握充分线
索后，自 12 月 23 日开始，刑大重案一中队、刑事
犯罪研判中心、巡特警大队和城厢、北干、钱江
世纪城、市北、义桥、益农等派出所联合，十几
路人马奔赴 10 多个省市进行收网战役，一举抓获
32 名嫌疑人，打掉裸聊敲诈团伙 4 个，扣押电脑
、手机、银行卡若干，对聊手、技术支持、洗钱
、软件解封等裸聊敲诈犯罪团伙各环节进行全链

条式打击。
而在抓获的嫌疑人中，有一群人的情况十分
特殊，因为他们曾经也是裸聊敲诈案件的受害人
，其中就包括最先被警方锁定的小凯。
邂逅“美女”
小凯大专毕业后在西安找了一份工作，有女
朋友，本来日子过得平淡安宁。
今年 10 月的一天，深夜寂寞的小凯在玩某同
城交友软件时，一名女生主动搭讪，对方照片靓
丽，言语大胆，十分挑逗。
两人很快加了 QQ 好友，小凯在对方诱导下
开了视频。没等寒暄几句，对方上来就宽衣解带
，全程无互动，心猿意马的小凯没有多想也紧跟
上了步伐……
然而才 2 分多钟对方就挂断了视频。“咱们
用 QQ 容易被封，你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到平
台上找我……”紧接着女生发来了一个链接。
小凯下载完却发现这个软件打不开，于是询
问女生，而女生的回答含糊其辞：“可能服务器
不稳定吧……”
可几分钟后，手机上跳出来的几张图片和一
条消息却让小凯如遭雷击。
只见对方把小凯手机的通讯录、定位、短信
和他刚才的裸照全部截图发了过来。并说到：
“马上打 6800 元给我，不然就把裸照发给你通讯
录上所有人！”
小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着了对方的道。

逐渐沉沦
担心被亲朋好友知道自己的糗事，他尝试跟
对方求情，“我刚毕业工作，是月光族……”
“没钱就用花呗、借呗。”
“这个也没额度了。”
“我不信，你会这么穷？”
很快对方就发现小凯所言非虚，刚才给小凯
安装的软件包含木马程序，可以远程控制手机，
通过一番扫描，对方终于确认小凯支付宝、微信
里都没有钱。
“拿不出 6800，你就要替我干活！”
在对方指挥下，小凯用自己的身份注册了一
个新的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并给对方使用，对方
登录新微信，将小凯拉到了一个群里，随后就开
始在群里发布任务。
不久，小凯便惊骇地发现，这个群里居然都
是和他一样上当后无力“还钱”的人。
而“群主”安排的任务，大多是让他们用自
己的号码给受害人通讯录联系人群发威胁短信，
发送“裸聊截图”，照本宣科“敲诈话术”，用
自己的支付宝等账户给木马软件充值维护，帮助
骗子转账洗钱，解锁被封禁的诈骗微信、QQ 群
等。
可以说，所有涉及实名登记、隐私安全的事
情都让群里的人来操作，以此充当团伙高层的炮
灰。
“入伙”后，之前的“美女”曾给小凯语音

安排任务，小凯这才知道对方竟是一名“抠脚大
汉”，之前的裸聊视频也是提前录制好的小视频
。
噩梦解脱
就这样，小凯逐渐深陷其中，成为诈骗敲诈
团伙的“工具人”。任务的发布多在深夜，小凯
白天战战兢兢地上班，晚上就根据群里的任务去
操作。他不敢跟女朋友说，更不敢报警，只想等
到完成一定份额的任务就能脱身。
然而还没等小凯赎回“卖身契”，萧山警方
就先一步找上了门，在集中收网行动中，与他同
时落网的还有其他 7 名“工具人”。
这些人中，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占多数，年龄
从 20—30 岁不等。虽然有被胁迫情节，却已构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事实，难逃法律惩处。
如今，很可能将丢了工作和女友的小凯，陷
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懊悔：“我要是一开始报警就
好了。”
目前，小凯等 22 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针对裸聊敲
诈团伙的上游打击也在深入开展。
警方提醒：美女裸聊莫轻信，十有八九
是“大汉”。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件不
安装，十有八九是木马。个人隐私要捂牢，
暴露身体更要命，一旦把柄落对方，报警求
助是正途。切莫乖乖任摆布，成了从犯悔莫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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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搬家，這些重要的事情
你需要先瞭解！
在美國，房子完成過戶的最後一步是賣
主將鑰匙交給買主，然後買主就可以搬家了
。如果你買的是新房子，直接就可以搬進去。
如果你買的是舊房子，賣主的責任僅限於把
房子掃乾淨。但大部分原屋主會在離開的時
候，停止電、水、煤氣、網路和垃圾等服務，因
此這部分服務的開通需要提前準備，否則會
在剛剛搬入後，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窘迫。

1 更改通信地址

搬家前列一張傢俱清單，按房間排列，
注明什麼傢俱放哪間房間。包裝箱也要注明
搬到哪間房間。這樣搬起來就比較省時間。
普遍人達成共識的是打包遠比搬那一下來
得累，此話不假啊。特別是家裡有買買買的
人，那真是夠嗆。建議大家買點箱子和打包
的工具吧。
打包好了一定要記得編號，不然東西一
多一亂，還真記不住哪個是哪個。還有一些
小的零件，比如螺絲啊、小釘子啊這些，建議
放在單獨的袋子裡。若是長距離搬家，還真
不建議運類似大型的傢俱，到了新家去買新
的或者二手的，便宜不少。
最後，我們提醒大家：沒事兒不要亂買
東西，特別是預見了自己是在美國租房、需
要多次搬家的人更不應隨便買東西，不然
“後患無窮”
。

鑰匙 Key
用水 Water
用電 Electricity
天然氣 Gas
電視/網路服務 TV/Internet Service
入住後重要的位址更改清單：
DMV 駕照地址 Vehicle registration
銀行卡預留地址 Banks
保險公司 Insurance companies
郵局 Post Office
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醫生/醫療服務 Doctor/Health Service
學校相關 School
非美國居民需要通知移民局

5 開通水、電、氣以及網路帳戶

搬家前你要到郵局或在網上填寫更換
電話，電視，網路服務可能要提前 10 到
位址的表格。可能要七到十天才能收到從舊
20 天預約。如果你的生活依賴網路，不能上
位址轉來的信件。
網就不能過日子，一定要提前約好網路公司
在美國，每一家都有信箱，無論是住在
來接通線路的時間。如果是同一個城市的搬
貧窮一點的破舊公寓裡，還是高大上的獨棟
家，可以直接打電話到本地的服務商那裡要
，在美國每個家庭必須有信箱——因為這是
求轉位址 Transfer。
一個高度依賴通信的國家！儘管現在網路如
客服會直接給你轉移到新家去，帳戶不
此發達，但大家依舊會看到路人一本正經地
3
尋找搬家公司
變
，
裡面的資訊跟著相應變動
。只需要在核
拿著信去寄，每個人回家的時候都會打開信
對資訊後
，
告訴客服哪天關掉舊地址的電
，
箱檢查郵件。
如果是東西不多的話，建議自己租車比
哪天開通新地址的電
，
記得轉移費非常便宜
為什麼？因為美國各個機構對於鎖定人 較省錢。如果自己搬，也要提前一周到租車
高度依賴地址。信用卡、SSN、帳單、各種帳戶 公司定好哪天要用車。卡車有不同的尺寸， ，非常方便。
的開關、駕照、報稅、車管所……所有的所有 根據傢俱的多少來決定車的大小。
6 記得及時通知相關連絡人
，都需要位址。
一到兩個房間的傢俱，可租十英尺的卡
搬家後要通知所有親戚朋友和有關公
而且這個地址不是隨便填就完了哦，謊 車；三到四個房間，可租 16 英尺的；五到八個
司更換位址
，比如工作單位，信用卡，銀行，
報位址是會惹上麻煩的。其實就從這一點就 房間，可用 24 英尺的。小一點的車好開，自動
可以看出美國政府的強大監控能力。只要是 擋的比手動的好開。有升降機便於上下東西 等等。如果你有給親屬申請綠卡，別忘了給
你參與了社會活動，政府都有辦法監控到， 。沒有升降機的話要選車身離地面距離較近 移民局或簽證處寫信告訴他們你的新地址，
否則他們無法通知你綠卡進展狀況。
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和位址的綁定。
，並有上下貨跳板的。
過戶時會預付一個月的貸款利息，所以
在美國，地址很重要。你生活的方方面
如果請人搬家，要提前兩周預約搬家公
過戶後的第一個月不用還貸款
。因為每月還
面都和位址綁定在一起。
司。一般收費是按照一小時來計算，二到四
貸款的小本子一時半會兒寄不來
，第一個月
銀行註冊地址要換，包括儲蓄卡地址、 個人，最少收費三個小時，再加$50 左右的油
的付款單就在過戶檔中
，
千萬不要忘了付
，
信用卡的帳單地址等；
費。洛杉磯有各式各樣的搬家公司，你可以
否則會因遲付而罰款
。
如果能自動付款
，
就
車管所相應位址要換，包括駕照、車輛 上一下華人工商資訊網或 Craigslist，就能發
註冊單、車輛所有權憑證上的地址等；
現很多搬家公司的廣告。大多數搬家公司的 辦理自動付款。但每個月要保證自動付款的
工作/學校登記的地址要換；
價格是每小時$50-$80，一般配兩個搬運工， 帳戶有足夠的錢。
過戶費
保險系統的位址要換，少說也有醫療保 加上一輛大卡車，加上小費。
清單上有些
險、車保、租房保險/自家房子的保險等；
到了事先預約好的時間，大卡車和搬運
網路、電費的服務商的位址要換，不然 工會上門來提供搬運服務，把東西搬到卡車 東西是可以
帳單寄過來收不到；
上——開到目的地——下到新家裡，都是標 減 稅 的，像
很多購物商家的地址要換，不然寄到老 準化的流程。熙煦建議大家提前預約，尤其 預付的利息
地址好麻煩。
是暑假的搬家旺季時，提前大半個月預約也 ，為 減 低 利
率而交的
搬家後要注意的一件事是查收前住宅 不過分。
的帳單並及時交付，否則造成過期遲付，會
至於車，若自己不能開到新家的話，可 點 (Points)
影響信用分數。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自動付款 以購買門對門服務。簡單說就是有大卡車會 和貸款保險
，最後一份帳單不能自動付，會寄到你給的 到你家取，然後“嗖”一下停在新家，然後付 。所 以 要 把
過戶檔收好
位址。你一定要注意查收，及時交付。新住宅 錢就是了。
備 查。年 終
的帳單也要妥當處理。首先上網找各家公司
4
搬家後入住重要事項清單
還會收到貸
的參加自動付款的說明，然後按說明辦理。
入住前需要檢查的主要服務與設施專 款銀行給你
2 整理物品並打包
的貸款利息
案：
清 單。這 些

東西報稅時要用。

對非美國公民的特別善意提示

美國移民法規定，只要不是美國公民，
不論你是綠卡、學生、還是持有工作簽證的
人士，都必須在搬家後十天內填寫 AR-11 表
通知移民局。這些非美國公民的人士，可以
選擇以郵寄或上網的方式通知移民局。

哪些人必須通報新地址？
除了美國公民外，所有在美國的 14 歲以
上，持移民、非移民身份的人士及在美停留
超過 30 天以上的人士都必須在搬家後 10 天
內通知移民局地址變更。14 歲以下及在美停
留不超過 30 天者則不會因為沒有向移民局
報告位址變更而受到處罰。
如果沒有及時通知移民局會有什麼處
罰？
如果沒有依規定向移民局通知地址變
更，可能受到罰款美金 200 元以下或拘留 30
天以下的處罰，或二者並罰。如果故意不通
知移民局，可能受到罰款美金 1,000 元以下或
拘留 6 個月以下的處罰，或二者並罰。
在移民法上，如果被發現，會被拘留並
遞解出境。正在申請移民利益（如綠卡，簽證
，延期，身份轉換等等）
，如果移民局無法下
達書面通知或移民局的通知被郵局退回，其
申請將被視為自動放棄而被拒絕。拒絕後的
申請除非有特別理由，不得上訴。如果正在
上庭和將來要上庭的，如果不通知移民局，
可能被缺席裁決遞解出境。
一般的更改位址是在移民局的網站上
進行，或者下載表格，填寫好以後寄過去。在
改位址之前，需要準備好三樣東西：
Receipt # (收據號碼)，如果有 Pending
的案子，也就是待審理的案子；
進入美國的時間和地點（非美國公民需
要提供）
；
舊地址和新地址。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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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自己的美國租賃房產，
並使其利益最大化？
並使其利益最大化
？
很多中國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後可能投資者並不出國居
住，而只是進行投資。配置美國房產，再將美國房產出租、以
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是最常見的投資方式。不過，限於環境、
政策不同，大家對在美國買房後，如何將自己的房產出租獲
利及管理？
數年以來，美國成為備受國人青睞的國家。在海外資產
配置的熱潮中，機遇已經擺在眼前，但規避風險仍不能忽視，
該怎樣合理配置美國房地產，安全配置房產以及省心當房東
成為購房者普遍關心的問題。

出租方式
美國政府允許海外購房者者出租自己所購買的房產，從
中獲得房租。那麼在美國的房產該如何出租與管理呢？房屋
出租無非是兩種方式，自己管理，或者由讓專業出租公司來
管理。前者適合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後者較為適合不
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
1、如果業主長期居住美國，就可以通過自己出租管理的
方式來進行
租金的訂定要符合市場，勿定價過高，否則空屋的時間
就是損失。在美國沒有無法出租出去的正常房子，只要租金
合理的話，一般一個月之內就可出租。
選擇房客不僅要看房客的信用，而且要看房客的工作穩
定程度。
因為自己在美國，所以可以及時收取房租，一旦有違約
不付時，可以儘早通知房客，以備及時處理糾紛。
如果選擇自己管理，雖然可以節省一些費用，但您必須
要清楚的瞭解美國房地產租賃的條款，而且房屋租賃法規定
房東必須提供給租客一個固定的美國當地地址，以便他們有
問題可以隨時聯繫你。而且必須提供租客一個緊急電話號碼
，他們需要幫助時可去幫忙；房東需要瞭解當地房租的變化，

租客若未按時付房租，房東即刻要採
取法律行動。
這些要求對海外投資者來說，不
僅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
更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花費如機票
電話費等等。因此，對於海外投資者，
由專業的房屋管理公司管理和出租
房屋更為合理。
2、如果業主長期無法居住美國，
就可以通過物業管理公司的方式來
進行
①、房屋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責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起草租
房協議，確認房租及各方職責
對租客進行信用調查、租房歷史調查、工作收入確認、犯
罪記錄調查，以確保房東利益每月收取房租，並轉入房東帳
戶
定期進行房屋檢查，向海外的房東通過郵件或電話彙報
如有需要，對房屋進行週期性維修和保養

代理房東進行年度報稅
協助處理與租房有關的法律糾紛，如未支付房租；如果
房客不付租金，需要專業律師驅趕房客，律師費在$600-1000
左右，為時需要 3 個月，這算是風險之一
房租合同結束後,結帳退房
重新刊登房源，找到新的租客
②、委託房屋託管公司的流程
業主和經紀人簽訂一個委託租賃的協議書
經紀人幫助尋找合適的房客，通常經過 MLS 房源共用系

統，發佈租賃資訊，加上經紀人個人平面廣告及網路媒體去
尋找租客。
在所有租客提出的申請書中，選擇最適合的簽訂租房合
約，並完善租賃的細部內容。
③、收費標準
尋找到房客，租約簽訂後，委託出租的傭金（房產經紀費
用）一般為全年租金的 6%~8%（按實際情況而定）
，房屋管理
的費用一般為月租金的 5%~10%
管理公司會要求房客房租每月一付，押金交納 1-2 個月。
需提醒的是，房屋（內外）修復費用、驅逐所需律師費等
需業主自付，管理人員只負責執行。平時的維修，如果屋主不
在美國的話，可由管理公司負責尋找維修人員報價，由屋主
定後，才開始修理。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房屋協力廠商估值也會出現差異
什麼原因？
房屋價值預估之所以無法精准，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1，公共紀錄資料是錯的

所有公司都根據公共紀錄採用平方英尺來估價，但並
非全部採用同樣數位，有時，甚至連房間或衛浴的數量都不
同，更會造成明顯的估價差異。

2，在您房屋所在地附近過去六個月很少有房子
出售
鄰近越多房屋出售，後臺系統就越能夠有充分的可參
考依據推估房屋價值，附近沒什麼房子出售，也就比較難有
準確房屋估價。

3，您的房屋最近幾十年沒有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在 MLS 房屋清單上，一旦房屋出售，就會留下交易紀
錄，較容易推估相對準確的資料，最近沒有交易就少有更新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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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房屋價值的定義莫衷一是，不過，最真實的房屋價值應
該是買賣雙方都同意的交易價格，同樣一棟房屋假設有一百
位賣方、以及一百位元買主，相互交易而敲定的價格勢必有
許多版本。
為了估算房屋價值，有些美國購房者會使用資產價值管
理工具（AVM，asset value management）
，將大量資料登錄
電腦、選用特定模式，得到房屋價值預估結果。同時諸如 Zillow、Redfin 之類線上房屋聚合資訊網站推出估價工具，由於
參考的資料與方法不同，進而造成網路上房屋價值估算結果
不一。

資訊，也就不容易推估出準確價值。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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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历时 5 年改造后全面开放，河南博物院——

焕新更精彩
本报记者 任胜利

左图：小朋友们在河南博物院体验触屏设备。右图：观众欣赏“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基本陈列展出的金缕玉衣。

在中华文明遗产地图中，河南博物院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
珠 。 河 南 博 物 院 创 建 于 1927 年 ， 是 国 内 成 立 较 早 的 博 物 馆 之
一，也是首批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馆藏文物现有 17
万余件 （套），精品文物数量多、种类全、价值高，尤以史前文
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
经过 5 年的抗震加固、改造提升工程和 3 个月的试开放运
行 ， 河 南 博 物 院 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向 观 众 全 面 开 放 。 九 大
“镇院之宝”全部亮相，16 个展厅悉数开放，智慧导览、3D 展
示、5G 互动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的专题展览也已全面开放。”荆书剑告诉记者，“国宝特展”是
河南博物院在展览方面的一个新亮点，特展实行国宝“轮流坐
庄”制，每期展示一件国宝。第一个与观众见面的是闻名遐迩
的贾湖骨笛。该展览通过实物、图文展示及多媒体手段，向观
众介绍贾湖骨笛的发掘、测音及其材料、工艺等情况。
石刻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原古代石刻艺术展”中，深沉雄大的汉代画像石刻、庄严肃穆
的陵墓仪仗、琳琅满目的碑志刻石、惟妙惟肖的佛国众相，显
示了古代艺术家鬼斧神工的技艺和超凡的审美意趣，带给观众

河南博物院供图

无尽的艺术享受。
主展馆试运行期间观众没能看到的“镇院之宝”云纹铜
禁，在“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展中亮相。春秋时
期，丹淅流域是楚文化滥觞之地，楚人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遗存。这次展出的淅川东周楚墓青铜器，以其富丽纹饰和精湛
工艺，体现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荟萃了明清时期精美绝伦
的工艺珍品，有漆器、玉器、珐琅器、牙雕、瓷器等，其中清
代象牙萝卜、五彩十二月花卉杯等展品备受观众喜爱。

全面展现中原文化

以人为本创新体验

走进河南博物院主展馆，长长的通道在灯光映照下好似一
条深邃的时空隧道，引领观众穿越历史。穿过通道，来到大
厅，一座气势雄伟的雕塑映入眼帘。雕塑一人居中，奋力推开
左右两头大象。河南博物院文化信息中心主任荆书剑说，这座
雕塑象征着推开中原地区从远古走向文明的大门，欢迎天下宾
客。
“‘泱泱华夏·择中建都’是我们的基本陈列，以中原的建
都历史为主线，展示华夏民族文明发展轨迹，反映中原文化的
悠久、辉煌及其影响力。”在主展馆一展厅，讲解员徐冰溪向观
众介绍道。
“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基本陈列共有 10 个展厅，由新石器
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 7
部 分 组 成 ， 共 展 出 文 物 5000 余 件 （套）， 围 绕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中
原都城文化以及都城中的人文生活进行解读。
“黄河九曲，中原在黄河的襟抱中，是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
的 核 心 地 区 。 数 千 年 来 ， 有 20 余 个 王 朝 在 河 南 建 都 ， 名 都 相
望，城垣相叠，文化厚积。”河南博物院党委书记万捷说，新的
展陈在策展视角、展示内容、展现方式上均有显著提升，进一
步延伸了历史轴线，丰富了文化内涵，吸收了栾川孙家洞、许
昌灵井、新密李家沟、巩义双槐树等遗址近年的考古新发现，
力图更好地展示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母体地位和在黄
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主干作用。

“盲盒和藏书票的创意很好，微博的讲解也很好。能火起
来，就是因为能给人新的参观体验。”一名网友参观河南博物院
后写下留言。
记者在展厅看到，有文物爱好者围着彩陶双连壶展柜反复
观看仍意犹未尽，拿出手机扫描说明牌上的二维码，下载详细
的文物信息，戴上耳机边听讲解边观赏文物。
“ 我 们 实 现 了 5G 全 覆 盖 ， 并 将 先 进 的 数 字 技 术 融 入 展 陈 、
社教和参观服务中。语音导览二维码、中英文双语解读、生僻
字注音等都是以人为本的体现。”荆书剑告诉记者，网友所说的
“盲盒”，是河南博物院以“失传的宝物”为主题开发的考古类
文创产品。盲盒将仿制的“珍奇宝藏”埋藏其中，让体验者利
用内赠的迷你版考古工具挖掘出来，切实感受考古工作者发现
历史的惊喜瞬间。河南博物院还以明星文物贾湖骨笛、杜岭方
鼎、妇好鸮尊等为主题，开发了系列文创产品，将观众喜爱的
文物变成可以在手中把玩并赠送亲友的佳品。
“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这里领略几千年的音乐：从
史 前 骨 笛 到 先 秦 遗 音 ， 从 汉 唐 乐 舞 到 宋 代 词 乐 ……” 徐 冰 溪
说，全新升级后的华夏古乐厅对古代音乐文物进行复原呈现，
每个开放日都举办“华夏古乐——音乐文物复原展演”，邀请观
众领略古代音乐的魅力。
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河南博物院在主展馆东
西两侧打造了 4000 多平方米的观众休闲空间，在东配楼开辟了
1300 多平方米的综合性教育服务空间，集研学活动教室、文物
保护观摩体验、田野考古体验、古代天文科技展示及自主学习
五大功能区为一体，可同时容纳 500 人参与活动。
在新完成改造的文保楼中，专门开设了“历史教室——文
物保护观摩实验室”。实验室把修复作为基本陈列的一部分，向
公众进行展示。无机文物、有机文物修复室内侧墙壁设置成透
明玻璃展示窗，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向参观学习人员展
示文物保护修复过程，深化博物馆在文旅融合下的社会教育功
能。
谈到未来的发展，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我们将以多
元文化视角，全方位解读文物藏品，打造有温度的展览，做有
深度的社会教育，推出有热度的文创产品，为公众提供高品
质、精细化、体验式的服务。”

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武则天金简 （局部）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特色展览亮点纷呈
“ 大 家 看 ， 这 是 一 支 8000 多 年 前 的 笛 子 ， 由 鹤 骨 制 成 。 它
特有的音色和音阶，唤醒了来自远古的音乐记忆。请您欣赏一
段我们用仿制的骨笛吹奏的旋律。”在“国宝特展”展厅，观众
细细端详展柜中的骨笛，侧耳聆听悠远的笛音。
徐冰溪介绍，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
早 、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吹 管 乐 器 ， 被 誉 为 “ 中 华 第 一 笛 ”。 它 的 出
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往前推了几千年。
“‘国宝特展’和‘明清河南’专题陈列是与‘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基本陈列同期亮相的展览，此外还有几个特色鲜明

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贾湖骨笛
河南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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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日本不是好榜样
无论看垃圾回收率，还是居民对待
垃圾焚烧厂的态度，劳民伤财的日式垃
圾分类都不是好榜样。
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第一个感慨几
乎都是：「哇！真干净啊！」
接下来要是细心打听，学习日本的
干净经验，都会被他们那套全世界最繁
复的垃圾分类来一发深深的心灵撞击。
日本垃圾类别之多，叫人眼花缭乱
。一个普通的饮料瓶，需要把瓶盖和标
签取下，因为它们与瓶身不是同类垃圾
，而瓶身则需要洗净、保持原状，与瓶
盖、标签装进不同的垃圾袋，等待扔弃
。
这还不算，日本的垃圾扔弃规则本
身，也像是专门设计来考验居民耐心。
为了赶上收垃圾，你必须早起，而
当天只能扔规定的垃圾类型：一般来说
，厨余垃圾一周只收两次；「资源」类
垃圾一周只收一次；但在某些地区，一
个月只收两次废纸。没到规定的日期，
垃圾只能收在自己家里。
至于「大件垃圾」，需要跟政府预
约申请，他们每周会有一天提供收集的
服务。不过也不是所有大件的垃圾都能
算作「大件垃圾」，有的垃圾，政府直
接不予处理，只能找专门的企业帮忙，
费用自理。
或者，也可以自己把垃圾送去处理
场，不过不光要提供证明自己在当地居
住的证件，还要付不低的手续费。
这还不算完，日本各地的垃圾分类
规则虽然大体相似，但总有些细微之处
的差别，加上垃圾处理的「网格」划分
极小，一个小镇都可能分成两三种区域
，一旦迁居，就得重新学习新规则。
为了居民不搞错，当地政府只得发
布多个语言版本的垃圾分类指南，各自
配上精心设计的吉祥物，试图以萌动人
。
分好类的垃圾，要放到当地政府指
定的垃圾袋里，在正确的日期、正确的
时间扔弃。
如果弄错了，你的垃圾袋不会被收
走，而会被贴上一张红色警告贴纸留在
收集点。
一旦收到这样一张贴纸，你的麻烦
可能就开始了。
公寓住户的话还好，日本新的公寓
楼多会在大楼里面设置垃圾堆放处，住
户随时都能扔垃圾，由公寓管理员管理
，也不会监视是谁扔错了，不过代价是

一笔较高的管理费。
而那种紧紧挨着的一
户建，则会招来邻居的上
门说教。
一些来日居住的西方
人回忆，他们的日语教材
里就有类似的被说教内容
：
比尔：早上好！今天
是美好的一天，不是吗！
女邻居：比尔桑，早
上好！哦......哦不！比尔桑
，你不能在星期二扔废旧
录像带，录像带必须在本
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扔弃。
我注意到上周你在垃圾收
集前一晚就把垃圾拿出来
了，你不能这样做！请在收集当天早上
7 点之前将其放到收集点，就像别人做
的那样。
比尔：哦，我很抱歉，非常感谢您
的善意建议，我会更加小心。
这是礼貌的洁本。如果邻居本来就
对你不太友善，情况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
复杂至极的垃圾分类能在日本长年
推行，跟日本人普遍的高素质和社区自
治文化当然密不可分，但主导自治的民
间秩序却并非总是和善温馨。
中国年轻人春节回老家遇到的亲戚
催婚，是一种更纯粹自发的民间秩序，
已经让人在网上叫苦不迭。要是在大城
市加完班，好不容易回到家，还得被并
不熟悉的邻居一通说教，就为了「关心
」垃圾分类问题，又该作何感想？
有人也许仍然觉得这是值得的，这
是必要的代价，因为催婚代表了落伍的
价值观，而垃圾分类则属于进步价值，
是正确的事情。
这么想合理吗？
绝大多数人对「正确的事情」有个
定义，：正确的事情就是朝着正确的目
标，付出合宜的代价，取得了有效的进
展。
按这个定义，日式垃圾分类，根本
就谈不上正确。
尽管不少人（包括日本官方）都爱
把日本的干净整洁，跟他们繁杂的垃圾
分类制度扯上因果关系，但这并不经得
起推敲。
日本的干净整洁，的确源自人们对
公共环境的高度重视和自觉维护。不乱

日本垃圾类别之多，叫人眼花缭乱。

扔垃圾、不制造污渍、减少公害、防范
污染，对此都有明显的贡献；但复杂的
垃圾分类、严格的扔弃时间表、减少公
共垃圾桶，却只是增加了消除路面垃圾
和污渍的成本。
日本人背负着这样的高成本，仍然
善待了自己身边的环境，但高成本绝不
是他们做得好的原因。韩国近年来实施
了与日本同样严苛的垃圾分类制度，就
并没有改善目所能及的街道卫生。
作为一种垃圾处理制度，垃圾分类
只是为垃圾处理的后续工作服务，而日
本的垃圾处理得怎样呢？
把垃圾分类视为国家形象的日本人
，一贯擅长讲述他们的垃圾回收故事。
如羽田机场建设在一个填埋垃圾而成的
人工岛上，日本的铝罐回收率超过 90%
，塑料瓶回收率达到了 77%，埼玉县甚
至还有一家义齿回收协会，将废旧假牙
上的金属回收，所得收益捐给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
然而，在这些动人的故事背后却是
低下的总体回收率。
根据非营利的国际调查项目 Waste
Atlas 的数据，2012 年，日本的垃圾回收
再利用率只有 20.8%，比素以铺张浪费
、不爱护环境著称的美国（25.8%）都
低了不少。
虽然各国垃圾回收率的统计一直因
为猫腻太多而备受诟病，但日本的数据
仍然说明了其严苛程序缺乏意义：超过
70%的日本垃圾，历经曲折的分类收集
系统，最终还是送去焚烧厂，一把火烧
掉了事。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即使只是送

去焚烧，严格分类也是有
意义的，它可以减少垃圾
焚烧产生的有害物质（如
二噁英）。而且，日本垃
圾分类的缘起就在于各地
方群众的邻避运动，都想
把垃圾推到别人的区处理
，最后只得接受这套极尽
拮据且愈加臃肿的处理制
度。
问题在于，日本垃圾战争
的故事恰好是产权不明晰
的恶果，是一群囚徒的困
境：
大型垃圾焚烧厂就建在我
家后院，收益却是人人平
等，我当然不干了。但各
地抗争最后的结果，却是每个人在家园
边建上小型垃圾焚烧厂，负责本辖区垃
圾，处理能力零碎且有限，只好把一大
部分处理的责任前置给居民。
垃圾处理的欧洲模式
事实上，垃圾焚烧厂并不总像这样
不受待见。
西北欧不少国家都建造了远超本国
垃圾「产能」的焚烧厂，以至于还要进
口外国的垃圾来烧。当地居民当然也不
喜欢垃圾，但焚烧厂给他们提供了热水
和电，以及把焚烧产生热能吹嘘为「再
利用」时的荣誉感。
除了运作得更好的焚烧厂，这些国
家通常还以垃圾高回收率为傲，排除统
计中的猫腻（欧洲国家通常按「收集到
的废物量」而非实际回收的废物量计算
回收率，这会给他们的回收率带来 10%
~20%的水分），他们的垃圾回收率也不
会比日本更差。
它们也实行日本那样的垃圾分类吗
？
表面上看，是的。以垃圾回收率为
傲的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典，都
有一套实施中的垃圾分类制度，在那些
国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回国来的中国人也
很喜欢讲述自己是怎样学习当地环保经
验。
不过，他们的分类系统远未达到日
本那样的细致和严格程度。
与一个塑料瓶分三份处置相比，欧
洲人更爱宣传的是他们的饮料瓶押金制
，空瓶可以直接送回自动回收机，退得
押金，是很多欧洲小孩热衷的外快。
相比于日本把铁罐铝罐分得清清楚

楚，欧洲则是将金属罐都丢到一起。一
个住在日本的德国人还因此讽刺说可能
是日本人至今没发明磁铁，才把区分铁
、铝的责任都推给居民。
最重要的是，他们扔弃垃圾的时间
和方式，条条框框比日本少很多。
这样（相对）粗放的分类制度能不
能做好垃圾处理呢？
答案可以是不能。
据德国的联邦二级原材料协会估算
，2017 年，40%~60%的塑料垃圾被扔进
了错误的垃圾箱。
答案也可以是能。
居民分类本来就不是垃圾分类的最
终工序，无论在英国、德国还是瑞典，
垃圾都将在分拣中心被集中分拣。
现代科技可以代劳一部分工作，如
自动识别有机垃圾的绿袋子，把它们推
到另一条传送带上。
但最后一道把关程序还是必须掌握
在人的手中，由专门的分拣人员来正确
分类垃圾，这不光是为了提升回收率，
更重要的是防止有害垃圾混入普通的处
理工序中。
事实上，经过上述处理，未能「正
确」分类的垃圾仍然很多。有媒体在垃
圾焚烧厂的监控拍到，焚烧的垃圾里含
有大量金属、玻璃、砂石、包装纸和塑
料，焚烧厂的工程师解释说这是处理塑
料的次优选项，绝大多数有害物质会在
900℃高温下分解，即使有剩下的，他
们也会定期清洗焚烧炉。
相比之下，日式垃圾分类的后续程
序鲜有人提起，也许因为严密的居民分
类，他们的分拣人员能比欧洲轻松不少
。
不过，无论看回收率，还是看良性
运作的焚烧厂，粗放的欧洲相比精细的
日本反而更有优势。这印证了那个屡试
不爽的道理：社会分工提升效率。
然而遗憾的是，社会分工却从不能
提供日式垃圾分类那种美感：每天早晨
七点，大多数人还理应睡眼惺忪的时候
，日本人民表现出非凡的自觉性，踏出
家门，拎着统一规划的垃圾袋，放到指
定的站点，堆得整整齐齐，毫无怨言，
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
地球。
各国官员看到这种场面，都会被震
撼、感动，由此认定垃圾分类就是高素
质社会的政治正确，无需考虑「微弱的
民间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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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Overseas Chinese
Shining In Their History

二位當代傑出海外華人去世
曾任美國華人百人會首任會長楊雪蘭
及著名鋼琴家傅聰近日都先後去世， 她們
的精彩人生代表了上一代海外華人的歷史
篇章。
楊雪蘭女士曾任美國通用汽車副總裁
，領導該公司打開了整個亞州地區之業務
， 並且和馬友友 、貝聿銘等共同創立了
百人會， 任首任會長 ，她擁有韋爾斯利
學院之經濟學學位， 她以其藝術文化之平
台， 推動西方古典音樂來促進中外文化之
交流 ，她經常在曼哈頓家中举辦派對邀請
政治要人和音樂表演家交流。
楊女士在一九三五年出生於上海 ，父
親是中國外交官楊光洙， 母親曾經在聯合
國擔任禮賓官， 她的父親在駐馬尼拉總领
事任內被日本軍隊殺害， 二戰結束後她和
母親才有機會逃到美國。
旅居英國的華裔鋼琴家傅聰， 也因新
冠病毒元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傅聰早在一九五五年在肖邦國際鋼琴
比賽中獲得第三名， 成為第一批國際認證
的鋼琴家之一， 早年他和父親之「傅雷家
書」中充滿了對人生之教誨和嚴厲的父愛
， 他說父親的名言就是： 第一做人， 第
二是藝術家 ，笫三是音樂家， 最後才是
鋼琴家。

傅聰於一九三四年出生於上海他和弟
弟傅敏接受了中國傳統教育及西方文化之
薰陶，真正成為中外藝術的交流者。
我們對於這兩位傑出的海外華人表示
由衷之哀悼和敬佩， 今天生活在國外超過
七千萬華裔炎黃子孫， 經歷了多少國內外
之变遷和煎熬， 他們的成就和貢獻， 將
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 图片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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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 Ts’ ong died in
London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He
was 86.

Shirley Young, a Chinese American who
broke the barriers at a major U.S. corporation
and became a top executive with General Motors, died on December 26, 2020. She was 85.
In 1959, Shirley became an executive with
Grey Advertising which only employed a few
Asian women with the firm. After she left GM,
she opened her own consulting firm, but her
real passion was music. For over twenty years
she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by expanding
western music into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Shirley was born on May, 25, 1935.
In Shanghai, her father was a Chinese diplomat, but he was executed by the Japanese army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World War II.

Mr. Fou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pianists to achieve global prominence when
he won third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hopin Piano Competition
in Warsaw in 1955.
Mr. Fou once recalled
what his father said,
“First you must be a
person, then an artist
and then a musician,
and only then can you
be a pianist. Even
now, I believe in this
order--that it should be this way and that I am
this way.”
Under the strict supervision of his parents, Mr.
Fou was educated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influence. In his later
years, Mr. Fou became a renowned concert
pianis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e feel very sad that both of these outstanding Chinese have passed away. This also represents the last chapter of that generation.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had to
leave their native land. We are also so proud
of what they did for our society. And also the
world.

In London, world famous Chinese born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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