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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人的意識裡，房產是一個穩賺不賠
的投資模式。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和虛無的股
票、證券、期貨相比，房產實實在在存在的。

股票、基金、理財等監管和政策並不是那
麼完善和成熟，整體的投資風險性，人望而卻
步。近年來，受國內房產限購、股市低迷、信貸
膨脹、P2P關停等的投資者把目光轉向海外資
產配置，且海外房產擁有一些特殊優勢，讓它
相更有優勢。

那麼，海外房產有哪些“獨有特點”呢？
房屋產權方面：中國房子的產權一般為

40年、50年、70年，而購買海外房產，購房者
一般享有至少99年的產權，大多數都是永久
產權。

首付方面：中國房產首付占全款的比例
至少在30%（實際占比40%左右），而海外房
產首付金額一般占全款比例為5%-50%之間
。

貸款方面：國內一般自買家簽訂房產合
同後，就要開始履行還貸義務，而海外購房在
現房交割後才開始還貸。

法律保障方面：在中國，購房者可以自行
購買房產，一般不會自帶律師，而在海外，購
買房產則需要律師的全程介入，保障買家的
權利和規避掉了很多風險。

租金回報方面：國內房產的租金回報在

0.7%-3%之間，海外房產的租金回報一般在
2.5%-10%之間。

得房率：國內房產說的都是建築面積，大
多數還都是毛坯房，海外房產說的是室內使
用面積，且交房標準都是精裝修，有些還帶傢
俱包。

房屋類型：中國大型城市人口密度大，普
通人一般都是住公寓，只有非常頂尖的高淨
值家庭才能住得起別墅。而在國外，尤其是像
美國這種地廣人稀的地區，大部分家庭都有
兩個以上孩子，因此住別墅較為常見。

房屋裝修：國內交房大部分都是毛坯房，
而國外一般是精裝修好的，只有桌
椅、床、櫃子這類移動型的傢俱需
要購房者自行購買，其他都由開發
商配置完備。

資源分佈：國外相對較為均勻
，而國內大部分優秀的醫療、教育、
文化資源都集中於一線城市。海外
投資房產能滿足多樣需求。

巴菲特曾說過：“人生就像滾
雪球，同樣財富也需要滾雪球”。

投資海外房產同樣可以滾雪
球。在核心地帶購買一套具備升值
潛力的優質房產，購房者利用未來
房產升值部分，投資下一套房產的

首付，第二套房產如上操作，實現“房產的裂
變”。

與此同時，“新中產階層”不斷壯大。以
“新中產階層”為主力的購房群體逐漸回歸主
流市場，投資心態日趨成熟，更加追求資產的
穩定性，投資目的轉變為資產配置、稅務規劃
等，通過純杠杆投資實現“以房生房”、“以租
養貸”。

海外房產從最初的自住功能到今天的資
產配置功能，經歷了近20年的發展變遷，其
重要性已逐漸被投資者所認知。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進行海外資產配置為什麼越來越多人進行海外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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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房屋保險費，是廣大購房者以房屋為主體購買的
保險，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房主的房屋受到比較大的損失時
，能夠通過保險理賠來降低屋主的損失。下面為大家分享掌
握這5點輕鬆節省美國房屋保險費。

美國房屋保險費涵蓋範圍
房屋保險通常包括：
•火災對房屋造成的損失。
•房屋建築物，包括房屋本身、圍牆、車房、車道、泳池等

。
•私人財物，包含傢俱、電器、書藉、收藏、檔等。

•因災難使屋主無法使用房屋，以及房屋修復期間所
產生的額外生活開銷。

•屋主意外責任險，保障屋主或來訪客人在房屋室內
外發生意外時，可提供賠償，該保險也涵蓋法律訴訟、傷者
醫療等費用。

•地震和洪澇災害等自然災害通常不包含在一般的房
屋保險內，但處在自然災害發生頻繁的城市的家庭當然也
可以把這一項加進保險責任範圍內。

那麼最關鍵的問題來了，房屋保險需要花費多少呢？按
最常見的保險費率來說，屋主每月需要支付$35在每$100,
000的單位房價上。意思為，假如你的一套房產價值為$500,
000，那麼你每個月所需繳納的房屋保險費用大約為$35*5=
$175，那麼一年所需花費在房屋保險的費用飛$175*12=$2100
。

當然，上述的房屋保險費用只是一個非常籠統的開銷，
房屋保險所需的實際費用還需看各州，城市，房屋性質和狀
況以及屋主的個人喜好而定，屋主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
購買房屋保險，以及選擇保險範圍等。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在向銀行貸款買房的情況下，銀行是要求必須為房屋購買房
屋保險的，而現今買房雖沒有法律明文規定，通常屋主也會
購買保險作為保障。

降低美國房屋保險費的小竅門
01.提高信用分數

保險公司越來越多使用信用資訊來對房屋保險進行定
價。在大多數州，為了保證信用水準，應該按時支付帳單，同
時避免不必要的貸款並且讓信貸餘額越低越好。定期檢查信

用記錄並及時糾正所犯的錯誤，並使信用記錄保持準確。

02.提高免賠額
免賠額(deductible)是依據保險條款，在保險公司開始

索賠之前屋主必須為損失所支付的金額。更高的免賠額意味
著你節省了更多的保險費用。現在大多數保險公司推薦至少
500美元的免賠額。如果能夠將免賠額提高到1000美元，將
節省25%的保險費用。但是，如果居住在災害頻發的地區，保
險條款中最好對這些特殊種類的損失有單獨的免賠額;如居
住在東海岸附近，最好能有一個單獨的風暴免賠額;居住在
地震頻發地區，地震免賠額最好是單獨的。

03.安裝警報系統
安裝家庭用安全警報系統的價格在500美元左右，然而

這有機會使得房屋保險費降低10-20%。

04.同時買房險車險
如果有車一族在購買房屋保險，不妨考慮選擇將房屋保

險與車險打包的保險公司。如果兩種保險一起購買，大多公
司會有95折到85折的折扣。

05.提高抗災能力
可以通過增加風暴百葉窗、加強屋頂或者購買更強的屋

面材料來節省保險費用。老房子可以通過翻新使它們能夠更
好的經受住地震。此外，可以通過暖氣、管道和電力系統現代
化來降低火災和水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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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招教你輕鬆節省美國房屋保險費五招教你輕鬆節省美國房屋保險費

瞭解美國房屋產權知識瞭解美國房屋產權知識
房屋產權知多少：在美買房等於擁有土地;如何界定夫

妻共有產權?
在中國，購房者只有房子的使用權，非私人所用。但美國

法律規定，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購房者等於擁有這塊土
地。如果合夥購買，產權持有方式則根據各州法律規定而不
同，以紐約州為例，多人產權持有方式主要有三種：夫妻共有
產權、聯合產權以及按份共有產權。

以夫妻共有產權為例，美國很多州一般結婚後購買的房
子就歸夫妻共同擁有，不管產權人是寫一個人的名字，還是
兩個人的。但是在紐約州則有所區別，紐約州的法律是保護
產權擁有人，產權寫了誰的名字，誰就擁有這個房屋買賣權。
所以夫妻共同擁有的房產產權需要將雙方名字都寫入產權
證。

夫妻產權若只有一方名字，產生糾紛只要舉證也可分得
部分財產

如果房產證只有一方名字，則該人擁有處置房屋的買賣
與出租的權利。另外，紐約婚姻法秉承夫妻財產秉承公平分
配原則，假如房產證上只有一方名字，一旦產生糾紛，另一方
則可舉證自己對家庭的貢獻，也可分得部分財產。

聯合產權拼“活得久”：買賣須雙方同意，不可轉手他人。
父母聯合子女購買，則不必交遺產稅

聯合產權具有產權一致，時間一致，利益一致和佔有一
致的特點。產權人同時獲得產權，確權依據的檔也相同。各產
權人不區分產權份額，也不能單獨處分各自的產權。如果某
一產權人去世後，其他在生的產權人按份自動獲得其產權,。
因此聯合產權是不能用遺囑的形式處置的。法律規定，聯合
產權的產生必須有書面檔明確約定，各產權
人是以聯合共有的方式共同持有產權的。例
如，一些州規定稱夫妻雙方以聯合產權的形
式持有產權。

很多父母選擇與子女聯合購買房產，這
樣一旦父母百年之後，父母名下的房產則自
動歸給子女，省去立遺囑的各種手續，也不
必繳遺產稅。但聯合產權繼承的房產出售時
將有較高稅務，個人還應諮詢會計師以權衡
利弊。

共有產權：產權清楚，可以獨立買賣股
份

產權持有人按百分比共有產權，各自可
以獨立買賣股份。

完善的產權保障制度：美國產權保險保
護房產持有者

美國很多房子動輒就有上百年歷史，因
此有些房子則可能存在拖欠貸款稅務等產
權問題，這就使得美國產權保險顯得十分必
要。相比廣受大家瞭解的房屋保險，產權保
險主要為房產持有者在遇到產權糾紛或者
資金貸款問題時提供保障。

產權保險是一次性購買，不需要每年都交錢的。因此，地
產律師提醒民眾，儘管產權保險並非強制，但仍建議屋主購
買，以防出現產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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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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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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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房產交易需注意哪些相關法律要點美國房產交易需注意哪些相關法律要點？？

美國買房的小知識美國買房的小知識

美國金融狀況的改善之一在於美國房
地產市場，因為有大量關於美國房地產市場
的統計資料，這使得人們在做買房投資決策
時有了更好的基礎。然而，中國的房地產市
場起步較晚，因此相對來說不太完整，有一
些不同之處。今天一起來瞭解一下美國買房
小知識。

房地產相關制度
在美國，買賣房地產會有很多協力廠商

服務，例如估值公司、房屋檢驗、銀行、經紀
人、產權保險公司等，每個機構都在買賣過
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使房地產業能夠公平
、透明、健康和蓬勃發展。

產權性質
美國是一種私有財產制度，房屋交易包

括土地。也就是說，當你買房子的時候，你同
時也就買下了蓋房子的那塊地，美國的產權
是長久的，而中國的住宅產權是70年，而商
業產權平均只有50年。

房產稅
在美國，只要你有房子，你就得付房地

產稅，在美國
，稅收通常是
百 分 之 1-3，
每 個 洲 都 有
不同的標準，

加州大約是百分之1.2-2.0。在你買了房子之
後，你需要每年交一筆房地產稅，這就成了
你擁有房產的成本。而中國為了壓制炒房現
象也打算推出房產稅，並在上海等幾個城市
試點。不過這個推行的阻礙因素比較多，所
以進度也較緩慢。

支付佣金
在美國買賣房地產時，佣金由賣方承擔

。當業主委託經紀人售出房子時，他就簽訂
合同，佣金一般在百分之6左右。當買方由另
一個經紀人代領購買一套房子時，賣方的代
理人需要將一半的佣金交給買方的代理人，
美國為什麼規定由賣主來支付雙方經紀人
的佣金，主要是因為在買賣過程中，賣主是
取得錢的一方，而買主是付錢的一方。

美國買房利息可抵個稅
在美國購買房子後，你支付的按揭利息

可以從個人所得稅中扣除，這是官方為了鼓
勵民眾自買房屋的優惠政策，美國的稅賦比
較重。如果你年薪五萬美金，購買價值四十
萬左右的房屋，按揭三十萬，每月要支付按
揭約一千八百，其中利息平均一千五百，一
年是一萬八千。在年終付稅時，扣除一萬八
千的利息，你的付稅基數就降低為三萬二千
，節省了很多。

房屋類型概念
在美國，買房一般是指二手房，單獨房。

美國的單獨房，並不是中國人所說的Villa。
雖然有些單獨房在外觀上和Villa差不多，但
美國的單獨房中也有非常老舊，需要修繕的
房屋，稱這些單獨屋為Villa，似乎不太恰當。
同樣是單獨屋，可以是上千萬美金的房子，
也可以是三、五萬的破爛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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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收到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时，百感

交集，难以言表。她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

刑事检察二部的检察官林玉屏。

她没想到自己办理的一个普通盗窃案件，居然

牵扯出22年前的故意杀人案；也没想到刑事执行

检察部（以下简称“执检部”）迅速联合看守所深

挖犯罪组，查实了有关情况；更没想到自己的一个

举动，竟让杀害犯罪嫌疑人哥哥的凶手得以绳之以

法。一起简单的盗窃案究竟有怎样的波折？为何能

牵出22年前的故意杀人案？

离职压力大，铤而走险终落网

吴某离职前在某市政公司工作。尽管这份

工作和他专业对口，自己不大不小也是个组长

，领导着十几号人，但人总是要往前看，他希

望换个环境，争取在 2020 年有新的突破。于是

，2019 年年底，吴某辞职了。他没想到一开年

就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不好找。虽然疫

情给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但人总要吃喝拉撒，

车也要供，房租也要给，这让吴某深刻体会了

一把什么是“坐吃山空”。终于，吴某熬不住

了，心中起了坏念头。2020年 4月下旬的一天晚

上，他纠集两位朋友一起盗拆机动车道的隔离

防护栏共约700米。通过销赃，吴某分到人民币

约2万余元。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6月

份中旬的某一天，吴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了。说

到这里，故事才刚刚开始。

面对检察官，支支吾吾有隐情

来到看守所后，吴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

已。林玉屏检察官第一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愿意认

罪却不认罚，并拒绝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提

审结束前，吴某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有些人违法了

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还能逍遥法外？

回到监仓后，他也有一段时间茶饭不思，甚至拒绝

进食。

执检部检察人员了解有关情况后，多次主动和

吴某谈话，他的态度逐渐变得积极起来，可他还是

不愿透露那个埋藏在他心底最深处的秘密。面对检

察人员的关心，他一直支支吾吾。

“吴某应该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反映，但

我们还没完全取得吴某的信任，所以他一直不

肯说”，执检部检察人员王练东表示。面对这

种情况，他在 2020年 11月底和吴某进行了一次

简要谈话。这次谈话中，他告诉吴某其案件很

快要移送法院，如果有情况就要尽快反映，避

免耽误时机。另一方面他联系办案检察官林玉

屏，建议她再次对吴某进行提审。这一次简要

的谈话效果又如何？是否能让吴某说出心中的

秘密？

相信检察官，一语道出大秘密

果不其然，这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件背后

另有隐情。2020 年 12 月 1 日，办案检察官再次

对吴某进行提审。这一次吴某主动要求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向检察官反映了一起

故意杀人案件。案件的大概内容是吴某的一名

老乡在 90年代末用杀猪刀捅了他哥哥一刀，导

致他哥哥失血过多死亡。他很明确地说出了犯

罪嫌疑人父亲的名字，吴某还知道这个犯罪嫌

疑人一直在沙井工作和生活。

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办案检察官马上将相

关信息反馈给执检部检察人员王练东。王练东

心中震惊，立即约见吴某。经历过之前发生的

事情，吴某改变了对检察官半信半疑的态度。

他相信检察官会帮助他，于是一五一十把有关

情况告诉给执检部检察人员。一切似乎都是向

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一切又都存在着未知因

素。案件发生的时间距今至少过去了 20年，恐

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检警共联手，成功抓获嫌疑人

执检部检察人员在完成谈话工作后，马上联系

看守所深挖犯罪组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虽然有了

初步的线索，但正所谓人海茫茫，要把人抓到，谈

何容易。根据吴某所提供犯罪嫌疑人宁某的名字，

工作人员在有关系统进行检索，却完全查找不到相

关人员。即使知道宁某父亲的名字，也是折腾了好

久才把宁某的真实名字和吴某提供的名字对应上。

趁热打铁，执检部连同看守所通过各种技术比对系

统进行查找，发现湖南省安化县公安局辖区内的一

宗故意杀人案信息与吴某所检举的命案时间、地点

较为相符。公安机关侦查布控，于2020年12月21

日21时许，在宝安区沙井某一建材店，将隐姓埋

名潜逃21年的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宁某（现改

名为宁某财）抓获归案。宁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在收到《情况说明》后，林玉屏检察官马上

联系法官，表示案件有新的情况，需要修改量刑

建议并重新起诉至法院。执检部检察人员也就有

关情况答复了吴某。有人说，高墙下的公平正义

更加弥足珍贵。的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他们暂

时失去了自由，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但也正是

有检察官的坚守和付出，让高墙下的他们对公平

正义更加可触可感可信,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司

法的温度。

女检察官的一个举动
牵出来22年前的杀人案……

执检部检察人员向吴某了解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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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必看新手必看！！美國房屋保險十大常見問題美國房屋保險十大常見問題
對於初到美國買房和租房的新手，一定

要對美國的房屋保險有所瞭解，因為美國的
房屋保險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平時所談及的
美國房屋保險，一般是指買房者為自己的房
子購買的保險，這是最基本的保險。其實美
國的保險還有很多名目，如在美國租房子，
租客也需要購買一個“租戶保險”以保障自
己財產的利益不受損失。

01美國房屋保險分成哪幾類？
美國房屋保險分成被分為三類：屋主保

險、住戶保險和地震保險。
屋主保險：是指保險公司只對屋主日常

居住的房屋給予屋主保險，也就是說，一個
人只可以買一個屋主保險，擁有幾棟房屋的
屋主，對住所以外的房屋不能買屋主保險。
屋主保險又可分為4種：基本保險、綜合保險
、特別保險、全面保險，等級依次變高。四類
保險費用差價不大。

住戶保險：包括基本的住戶保險、全面
住戶保險、特別保險、租戶保險、綜合保險、
共有公寓住戶保險、老舊房屋保險等，種類
繁多。住戶保險的範圍包括除水災、地震、戰
爭、核能意外等自然災害外的意外損失。

地震保險：包括地震、戰爭、核能意外、
洪水災害等，通常排除在大多數的保險條款
之外。主要是在美國地震多發的西海岸如加
州需要額外購買次險。

02在美國房東購買房屋保險一般需
要多少錢？

各個保險所需費用都不同。如地震保險
：在地震多發地區，一棟價值20萬美元的房
屋，每年的地震保險費約需400-600美元，幾
乎相當於屋主正常的普通房屋保險費。在地
震極少發生的地區，地震險的保險費則相對
便宜。

03有什麼方法可以降低房屋保險費
呢？

一般來說提高自付費，可以減低房屋保
險費。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減低保險額，或
者把房屋與汽車同保來減少保險費，另外，
有些保險公司會給3到5年的老客戶5%的
折扣，6年以上的老客戶10%的折扣。最後一
招，加強房屋安全性，如安裝煙霧報警器
(Smoke Detector) 或防盜報警器 (Alarm) 可
能會得到5%的折扣。

04在美國買房為什麼需要購買房屋
保險？

這種保險主要保賠火災對房屋造成的
損失，所以有人叫它火險 (Fire Insurance)。
其實屋主保險還保賠許多其它原因對房屋
或個人財產造成的損失，以及客人甚至路人
發生的意外。

05 在美國貸款買房必須購買房屋保
險嗎？

如果買房是用貸款的話，那麼貸款公司
會要你在過戶之前購買屋主保險 (Home
Owner Insurance or Hazard Insurance)。

06在美國房屋保險的索賠程式是怎
樣的？

房屋保險的索賠程式如下：
•屋主在房屋損失發生之後的60天內

一定要申報，並填寫“損失證明”交保險公司
。

•所有財產損失都要折價（購買重置成
本保險的除外）。

•如保險公司經營作風惡劣，不按法規
及合約規定理賠，投保人應將整個事件的緣
由記下來，保存好與保險公司溝通的信件副
本，以便找律師控告保險公司。

07美國房屋保險的索賠有時限嗎？
房屋保險索賠的時限如下：
1. 在事件發生60天之內向保險公司送

交“損失證明表”；
2. 在保險公司發出估價通知之後20天

之內選好估價員；
3. 如果對保險公司的理賠有異議，必須

在損失發生之後的12個月內提出訴訟；
4. 空置的建築物在損失發生時投保時

間未滿60天的，保險公司將不予理賠。

08房東購買了房屋保險，為什麼租
客還要再買一份？

因為房東的房屋保險不能保租客的財
物，其保護範圍僅限於房主自己的房子。也
就是說，如果租客在出租屋裡的東西被偷了
，房東是不負責任的。而租客購買了租客保

險，就可以享受自己物品失竊，人為或自然
災害造成的財產損失。

09在美國租房，購買租客保險一般
需要多少錢？

租客買一份保50000美元的租客保險，
通常要花350美元一年。保額越少，保險費越
便宜。

10美國房產保險公司最高賠付保險
額度是多少？

標準房主保險單若以置換成本 (Re-
placement Cost, RC) 為基礎，支付房屋結構
性損壞的賠償金就可能超過你的保險幅度。
例如，重新置換的成本大約在12萬美元，這
就是你所需要的保險金。但是，如果你有 RC
這一條款，保險公司可能多付出你保險額度
的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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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在挑房子，其實房子何嘗不是
也在挑人？

不但挑你的征信，還挑你的魄力、品味、
認知和遠見...

去哪找十全十美的？差不多就得了！
今年不同往年，且買且珍惜！

很多客戶朋友在買房時，總是猶
豫不決。

一方面擔心房價是漲是跌，自己
會不會買貴了；

另一方面，又在對比房子的優點
缺點。

今天，來聽聽專業的房產經紀人
是怎樣說的？

注重需求最重要
買房只需要考慮兩個字：需求！
結婚：看女方的需求，環境和樓

齡相對比較重要；
自住：離工作不太遠，或者交通

便捷即可；
投資：周邊的配套設施不完善，設施完

善的短期的升值潛力也就基本沒有了，投資
也就沒有意義了；

便宜：房子產權沒有糾紛，能住人就行
了。

真正要買房的時候，如果一定要綜合考
慮所有因素，是很難買到滿意的房子的，所
以，明白自己的真實需求很重要！

不要過分挑剔
美國目前的市場為賣方市場，為什麼要

說買房不要過分挑剔呢？
第一，好的房源，你覺得好，當然別人也

會覺得好，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看中就
下手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第二，買房買的不是最好的，而是在經
濟所能承受的範圍內買到最合適自己的。

第三，目前市場，好的房源基本上都是
房子挑人，你可能猶豫一會，房子就是別人
的了。

第四，一片空地，那叫投資！配套都有了
，那叫追漲！社區成熟了，那叫結盤。

一套房子100萬，首付3成30萬，銀行出
70萬，你跟我說會降價、崩盤？銀行出70%都
不怕，你就出30%怕什麼啊？

沒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很多人購房者都有這樣一個心理，想以

最便宜的價格，買到最好的房子，左看一套
右看一套，猶豫不決，一直觀望，不知道要不
要買。

要知道沒有十全十美的房子，大部分人
對房子的要求有，樓層好、朝南好、戶型方正
，光線好、綠化好、交通方便、社區安靜，其實
這些要求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知道，這種房子絕對有個共同的特
點，價格會比同類型的稍高。如果你想要價
格合適，可能就要接受它可能是朝向不好，
或者採光不好。記住，沒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買不買房，其實思路很簡單，只有一句
話，拋一枚硬幣，正面買反面不買，在硬幣落
地的一瞬間你會就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如
果想買，不用聽其他人的意見，過幾年你就
會知道，你有需求確實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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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不同往年今年不同往年，，且買且珍惜且買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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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買房已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了。不少年輕的朋友們
，買房時候還是需要父母的支援，畢竟高房價已經壓倒了一
代人。尤其是在國外，不少留學生們買房多半還是靠父母作

“靠山”。
不少移民美國或在美國留學的兒女們，在思考買房子的

時候，父母總會問一句“還差多少？”父母想幫在美國的兒女
買房，但是又不知道怎麼把錢“運”過去。

小樂今天為您介紹一下，父母應該如何把買房錢給自己
的子女“運”到美國去。

給子女打錢在美國買房的優勢
如果父母送錢給子女付美國買房的頭期款的話，可以讓

他們的首付比例達到較好的貸款條件。銀行一般規定，超過
25%比例的首付款，可以免除辦理貸款保險，同時也有助於
享受到最好的利率。但是，你還是要出示一些文件給貸款專
員，以證明父母有資助到你。

首先，貸款專員會擬定一封信，信上會注明這筆錢是父
母贈與給購房者的，金額也會列出來，然後雙方（父母和子女
）都要在這封信上簽名。

不過，如果這筆錢提前三個月被轉到了購房者的帳戶上
，銀行一般就會認為，這筆錢已經成為了您的個人資產，所以
就不會再要求買房者出示這封信。當然，實際情況還要視個
人的具體情況而定。

可以說，有了父母的幫襯，子女的購房過程也變得輕鬆
些。

給子女在美國買房有哪些講究
美國國稅局 (IRS) 規定：每年每個父母（包括岳父、岳母、

公公和婆婆）可以免交“贈與稅”而贈與每個子女最多$14,
000。

比如，一對新婚夫婦要買房，雙方父母共四人，每人分別
贈予$14,000給這對小夫妻，$14,000乘以8，這樣小夫妻最多
可以收到$112,000而免交贈與稅。這筆錢絕對夠這對新婚夫
婦付房子的頭款了。這筆$112,000的贈予款，父母四人是不需
要繳納贈與稅的，而接受贈款的小夫妻也不必繳納收入所得
稅。

想多給子女轉錢的幾種方法
第一種，年末的時候每人送$14,000, 年初時每人再送

$14,000,這樣父母就可以贈送比原來每年免交贈與稅所多出
一倍的金額。

第二種，如果無法趕在年末贈送，那麼在年中也是有辦
法多贈送的。美國國稅局規定，每個美國公民或居民一生可
享受到免繳贈與稅的贈予額有543萬美元。所以，這多出的
$14,000贈與款可以就可以用這個543萬來抵稅。

舉個例子。如果每個父母想給每個子女$20,000美金，那
就比每年的免稅贈予額($14,000)多出了$6000,而這$6000就
可以從543萬裡面扣除，所以還是免稅的。所以，只要父母
（必須是美國公民與居民）一生中贈送給其子女的錢款數目
不超過543萬美元，就不用擔心繳納贈與稅的問題。

父母需要辦理一些什麼手續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選擇畢業後留在美國，然後

結婚、生子，到買房的時候難免需要父母幫襯。如果父母擁有
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那麼就像上述的那樣，其一生的免稅
贈予額是543萬美元；但是，如果父母是中國國籍（且沒有美

國綠卡）的話，其終身的免稅贈予額只有6萬美元。
不過話又說回來，就算是中國籍的父母贈送了

超過這個金額，美國政府也管不到他們。但是，如果
接受贈與的子女每年收到超過$100,000的來自外
國人的贈與額，那麼美國子女（受贈者）就必須向美
國政府申報，即填一張3250表；如果不填，他們將
會被罰款。

至於有美國身份的父母，如果他們每年贈與其
子女超過543萬的贈予額，那麼他們必須填寫709
表。所以說，只要是贈予行為發生了，且超過了所規
定的免稅的數額，就必須有至少一方要主動上報國
稅局。

父母從中國匯錢去境外有管制
中國政府規定：每個中國公民每年只能從中國

匯出50,000美金去境外，包括美國。
父母最好從中國的帳戶直接匯款到其美國子

女的帳戶上，而不要先把錢匯到父母在美國的帳戶
上，再進而轉到其子女的帳戶上。

父母還必須注意：千萬不要直接送現金給您的
子女，之後再讓子女存入他們自己的帳戶。這是因為，在美國
，如果有超過一萬美元的現金被存入某個人帳戶，該個人必
須詳細說明該收入的來源。

如果孩子在美國讀書工作，不少中國父母都會考慮幫他
買套房子，不過根據子女在美國的階段不同，身份不同，買房
的套路也大不相同。

H1B簽證和OPT的關係
先從上學的子女說，來美國讀書是F1簽證，也就是學生

簽證。OPT是持有F-1簽證的學生在畢業後可以申請的合法
留在美國的實習簽證。F1簽證學生在畢業之後可以有1年的
OPT時間，學生可以在與專業相關的領域尋找工作實習單位
，申請OPT拿到移民局發放的EAD(Employment Authoriza-
tion Document)，才能從學生身份F1轉換成工作身份H1B。

大部分在美國發展的人都會走這麼一條路：F1——
OPT——H1B——green card。

為持有學生簽證的孩子買房最簡單，但是貸款時沒有優
勢，換句話說就是貸款的利率會高於其他身份的情況。買房
可以全款付清，或者走外國人貸款。

當孩子畢業後，這時候就可以向學校申請OPT，OPT是
持有F1簽證的學生在畢業後申請的合法留在美國的實習簽
證。從這個階段開始，由於有了收入，有了在美國報稅的記錄
，那麼購房時可以享受和美國公民同等的低首付比例，和低
利率的待遇。並且在貸款條件上也寬鬆很多。比如大家耳熟
能詳的大型美國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都不給外國人放
貸，但是如果您是OPT或者H1B，那麼就可以從他們那裡貸
到款。

OPT結束時，如果找好了工作，孩子的身份就變成了H1B
，也就是工作簽證。這個簽證需要抽籤，能不能拿到全看運氣
，很多優秀的中國孩子想留在美國，但是因為沒有抽到這個
簽證只能回國。

持H1B簽證貸款買房有何優勢
H1B在貸款購房時有天然優勢，如果抽中H1B，就能享有

和美國公民同等的低首付和低利率的待遇，即使H1B沒有被

抽中，但只要還在OPT有效期內，仍可以和美國公民同等的
低首付和低利率待遇。

在貸款條件方面，在貸款機構選擇上會相對寬鬆很多，
很多貸款銀行均可提供。貸款條件也容易滿足，由於H1B是
工作簽證，也就意味著如果你有工卡以及近期的收入和報稅
單，你的貸款和本地貸款要求是一樣的，銀行會根據你收入
能力的大小，信用，稅單，而決定你的貸款額度和利息，甚至
有可能你能享受自住房免稅條款。

持有H1B簽證適合什麼類型的貸款專案？
作為一個持有H1B簽證的中國人，你能申請到的貸款很

可能是美國傳統型貸款，審核依據是美國兩大住房抵押貸款
公司“房地美”和“房產美”的標準。為此你需要滿足以下幾個
條件：

最低620的信用分數
無收入限制
能出具至少兩年的報稅單
具備這些條件，你就可以申請到一個貸款了，而首付的

比例也因銀行和貸款機構而異，同時也是會取決於你的貸款
數額。你後續需要支付的房屋貸款保險也會比FHA少許多，
並且保險費用會在貸款額度償還到房市值的20%之後就消
失，除此之外，你不需要支付額外的仲介費和申請費用。

H1B簽證時效所可能帶來的稅務問題
與綠卡持有者不同的是，H1B簽證屬於非移民簽證，加

上後續延長期，你可以在美國工作六年，也就是說如果六年
期滿後你依然是H1B簽證的身份，你就沒有辦法繼續呆在美
國了。而之後如果你打算賣掉房產然後離開美國，那麼你就
需要繳納盈利部分的所得稅，但這筆稅費可不低。如果你有
轉換身份的打算，那也要儘早開始準備。

總之，對持有H1B簽證的中國公民來說，只要你的證明
材料全面，你貸款買房成功的幾率會很高，而且還能享受一
定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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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子女在美國買房必須知道的事兒幫子女在美國買房必須知道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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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
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
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
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
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
生。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
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
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
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
列》。馆藏文物 2 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
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
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
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
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
7000-8000年历史，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
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
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
作农业的悠久历史。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

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
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
目，但在 2000 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
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
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
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 64 件禁止出国 （境） 展览
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
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
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
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
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
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
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
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
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
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
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
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
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
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

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
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
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
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
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
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
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
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
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
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
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
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
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
有孔，用以藏经。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
无虚空之屋。”吴自牧 《梦粱录》 中描述了南宋
都城临安 （即杭州） 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
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
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
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
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
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
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
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
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
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
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
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

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
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
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
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
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
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
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
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
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
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
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
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
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
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
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
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
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

“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
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
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
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
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
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
色图》 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
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
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
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
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
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
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
14 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
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 《葫芦秋菊图
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
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
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
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
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
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
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
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
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
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
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
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
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
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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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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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的政治局势当中，财阀的地位是高于

政府的存在。财阀在韩国的专有名词叫做—chae-

bol，专门指的是韩国的大型综合企业。

从财阀成为垄断韩国经济甚至能够影响政府

内部开始，韩国的总统就开始以各种凄惨的结局

走下政治神坛，而以总统为代表的政府和财阀之

间的矛盾就没有停止过，这其中真正向财阀挑战

的孤胆英雄代表就是文在寅。

文在寅和财阀的"仇恨"

谈起文在寅与财阀的斗争当中，可以先参考

文在寅在11年6月完成的自传，在这本书当中，

文在寅用了非常多的内容来叙述自己和曾经的知

己卢武铉之间的事情。文在寅之所以能在今天对

财阀如此坚定的对抗，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都是

因为卢武铉。

卢武铉作为韩国第一个公开向财阀挑战的总

统，却在09年因为被指控受贿而入狱，当初的卢

武铉被人指责贪污一事在揣测之中是因为受到韩

国财阀"泼污水"而造成的。

网友评价其是人格上最为完美的领袖，他跳

崖自杀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而被称为"卢武铉之

影"的文在寅用一生都在怀念自己的这位知己。

按照韩国现在的政治局势来看，总统候选人

想要当选总统需要得到财阀们的支持，交换的条

件就是总统要提供给财阀各方面的需求和帮助。

卢武铉下台以后的总统当选人李明博就是已经在

韩国现代集团工作27年的职员，其中的利益交往

不言而喻。

直到文在寅上位以后开始被检查，其任职期

间滥用职权的调查落实以后，在18年的3月22日

，这位前任总统就被批准逮捕起来。不管是文在

寅或是卢武铉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都和韩国财阀

之间的斗争有关系，韩国财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

韩国财阀在韩国境内的经济方面处于垄断地

位，基本上韩国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来自这

些财阀管理下的企业，每个财阀的名下都有好几

十家公司。

能够成就这样的一批商业巨兽和国家的政治

脱不了干系，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非常落后，还

只是一个农业国，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一心想要改

变局面所以通过各种政策帮助韩国境内的财阀成

长，这样的作为在那个时候是得到了预期的效益

。

20世纪80年代，财阀的不断发展让韩国成为

了亚洲四小龙之首，但是后期的扶持忽视了财阀

的发展已经倾向垄断。

为了能够保证自我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创新

型人才以及技术都会被财阀们挖走，并且因为政

府对大企业的倾向，贷款也都倾向于拥有大规模

的企业，可以说中小企业毫无发展可言。

随着时间发展的韩国财阀可以说在国内已经

达到盛气凌人的状态，时不时挑战法律或者可以

说无视法律。

曾经被微博爆料的一段视频当中，大韩航空

的"长公主"正在向丈夫嘶吼和怒骂，反观男方的态

度除了一言不发以外没有丝毫要保护自己的反应

，两个人年幼的儿子在旁边捂着耳朵试图减轻眼

前画面对内心的冲击。这是男方在法庭上用来证

明家暴的视频。

根据男方供述，不只是自己，包括女方的亲

生儿子也会受到虐待。这样的一位"长公主"长期以

来在公众的印象就是嚣张跋扈和看不起人。

家庭闹剧也许没有办法切实感受到财阀的冷

漠，还是同样的女主角曾经因为在机场上的人员

服务问题而延迟了整架飞机20分钟的起飞时间，

此事在法庭上判决完以后，女方也只是坐着豪车

返回。

这只是财阀群体的一个小人物对于社会和家

庭的态度，把时间倒推至08年8月15日，李明博

政府进行了34万人的特赦，这其中的14人是因为

贪污受贿巨额资金和渎职被判有罪的财阀首脑。

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哗然，舆论指出这是将保护经

济人士正当化的作为。

无独有偶，09年的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被

单独特赦也受到了国民的批判。政府和财团之间

的联系早已经不是能够分开单独所说的事情。

文在寅从上任期间就一直针对韩国财阀可能

会涉及到的政府内部进行清理，除了上述已经描

述的李明博入狱，朴槿惠也因为"闺蜜干政"而被弹

劾，入狱以后受到贪污国家情报院的贿赂而被追

诉。

直到两位前总统都因为自己的失职和贪污伏

法以后，文在寅才稍微感觉到卢武铉的仇恨稍微

被平复，但是韩国会因为文在寅的出现而开始扭

转局面吗？现实带来的压力让我们看到残酷的一

面，以卵击石的结果从来没有以石头的破碎为结

局。

所以，与其说11年孤胆复仇，一往无前的和

财阀殊死搏斗是一场对韩国命运的改写，还不如

说是他一腔热血之下的不知后怕。

不成熟的韩国政治体制

按照已经有的韩国总统历史观察下来，总统

的下场大多都经历过暗杀、政变被迫下台，即便

是正常卸任以后也会遭到起诉。总统们的结局映

射着韩国政治内部的混乱。

一方面韩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其实很短，从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以来，

政治发展只有几十年的空隙，所以现代化的政治

对于韩国来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再者对于政治体制上的纰漏让国内出现的左

党右派是每一次总统换新都无法避免的混乱。按

照韩国5年一次更换总统，左派右派被延续下来的

时候，都会重新洗牌一次。

总统的手中对于政府职员的任命可以超过

5000名，所以一次的大洗牌就会出现前任清算，

司法机关在此时就会充当清算的角色进行第二次

洗涤。

况且5年的总统执掌时间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一

个长远计划的实施和完善。政治局势往往还尚未

平定就会开始新的一波思想注入，这样的节奏压

根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会徒增新的问题出现

，这是固有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问题。

另一方面文在寅在国内的人民支持率也出现

了问题。总统的位置尚还处于容易被动摇的状态

但是财阀们的实力却并不容易被动摇，文在寅想

要靠一己之力搬动财阀属实困难。

可以做一个对比，韩国总统5年就需要轮换一

次，但是财阀之间的替换只有世代的更换，在韩

国的司法界，往往财阀们出现违反法律的事情都

会出现"三五定律"，先是出现三审然后缓刑五年，

从上文我们提到的李明博开始赦免财阀以后，被

赦免成为了财阀们的特权。

如果法律都没有办法对财阀们束缚，那么民

愤和舆论更没有办法限制。

拿三星集团来说，在18年有关朴槿惠亲信干

政案上的听证会，李在镕用各种模糊词语进行回

答受到当庭政治家的指责，而在2月5日被审判当

庭释放的李在镕状态轻松，面带微笑地走出法院

。而现场的议员的评价是"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三星

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韩国的这群特权阶级身上，他们之间的利

益早已经是盘根复杂的情况，整个韩国都被控制

在这些人的利益网之下。

时至今日，对于韩国财阀出现的丑闻频发，

消息传递到中国，引起所有人的热议，看似简单

的一件案件也能牵扯出来背后层层递进的财阀势

力和复杂的政治牵扯。如果说韩国政府能够坚持

起来和财阀抗衡，不计较其他后果也会使韩国的

经济受到严重打压。

根据11年的数据，韩国的经济实力有80%都

是依靠这些财阀组合的经济实力，所以韩国的斗

争可以说是将会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作为一个旁观者，从内心渴求着韩国现

状能够被改变，法律的真实有效性不是财阀

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经济可以成为

一个国家面向全世界的底气，但是被经济控

制政治的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商场而并

非是社会。

文在寅是否能够逃出财阀们编织的利益网，

除了能够借助其他的力量打破固有的规则，文在

寅能做的可能都只会被消除在这场财阀们编织的

规则里面。按照韩国政治现代化不成熟的状况，

文在寅现下是否能做到让左派保持在国内的主导

趋势都还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近日发生文在寅向国内人民道歉，起

因有两件事，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房价问题，另

一方面是因为法检矛盾，两件事加起来让民意调

查数据文的施政支持率只有39%。

其中的法检矛盾涉及到检察总长尹熙悦和法

务部长秋美爱之间的斗争不断激化，这也让文在

寅在国内的局势开始变得紧张，对立政党虎视眈

眈，随时准备让文在寅下台。

包括现在出现的疫情以及国内新天地的教会

问题，每一个都是让文在寅头疼不已的事情，稍

有不慎就会能使其下台。

文在寅的斗争，对于卢武铉来说是仁至义尽

，但是对于韩国政府和财阀的斗争来说，未来仍

然是一场持续作战。

11年孤胆复仇，和财阀殊死搏斗

韩国命运真要被
文在寅改写了？

文在寅和知己卢武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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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旅行禁令名單新增5國
批準750億比索采購疫苗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新聞發言人

哈裏· 洛克宣布，為防止新冠病毒變種

傳入菲，該國臨時旅行禁令名單再增

加中國、巴基斯坦、牙買加、盧森堡

和阿曼等5國，該名單已包括33個國家

和地區。

洛克表示，根據菲新發傳染病管

理機構間工作組(IATF-EID)的建議，來

自上述五國的旅客自1月13日12時至1

月15日零時禁止入境該國。

自去年12月23日杜特爾特總統批

準向英國發布旅行禁令以來，菲已四

度擴充禁令名單，並將旅行禁令延長

至1月15日。列入禁令名單的還包括丹

麥、愛爾蘭、日本、澳大利亞、以色

列、荷蘭、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瑞

士、法國、德國、冰島、意大利、黎

巴嫩、新加坡、瑞典、韓國、南非、

加拿大、西班牙、美國、奧地利等。

根據禁令，1月15日零時前，所有

來自出現新冠病毒變種國家或地區的

外國旅客，或在抵達菲律賓前14天內

曾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旅行的外國

公民，都不允許入境菲律賓。

外國外交人員以及世界衛生

組織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工作人

員獲得豁免，但他們在抵達菲機

場後需接受RT-PCR檢測，並進

行14天醫學隔離觀察。外國政要

也可得到豁免，但也需要遵守檢

測和檢疫規定。

來自或曾經在入境前14天內去過

旅行禁令國家的菲律賓人仍被允許入

境，但即使RT-PCR檢測結果為陰性，

也必須遵守為期14天的絕對隔離醫學

觀察。

菲衛生部表示，到目前為止，尚

未在該國發現新冠變異病毒。

新年以來，菲律賓各級政府密集

推出新冠疫苗采購和接種計劃。

11日，哈裏· 洛克表示，菲律賓已

從中國北京科興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預

定2500萬劑新冠疫苗，首批5萬劑將於

下月運菲。菲政府還與印度血清研究

所(SII)和英國制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

Zeneca)簽署了疫苗采購協議。

12日，菲律賓內閣部長卡洛· 諾格

拉萊斯(Karlo Nograles)宣布，11日晚政

府內閣會議批準菲財政部撥款750億比

索，為5700萬菲人購買新冠疫苗；各

地方政府也表示將撥出資金采購新冠

疫苗。

1月12日，菲衛生部數據顯示，該

國新增確診1524例，累計491258例；

新增死亡139例，累計死亡9554例；新

增康復44例，累計康復458172例，正

在病程中患者為235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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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發布報告稱，去年

韓國失業人口達110.8萬人，同比增加4.5萬人

，增幅創2000年以來最高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自去年3月起，韓

國就業人口壹直呈現衰減勢頭。去年12月，

受第三波疫情大流行影響，韓國全國提升防

疫響應級別，限制餐廳、健身房等營業，導

致當月就業人口同比減少62.8萬人，創下自

1999年2月以來最大降幅。

數據顯示，韓國2020年全年就業人口為

2690.4萬人，同比減少21.8萬人，減幅創下自

1998年以來最高值。除了60歲及以上就業人

口出現增長外，其他各年齡層就業人口均有

所下降。

失業人口激增。數據顯示，去年韓國

失業率為 4%，創下自 2001 年以來最高值

；去年失業人口達 110.8 萬人，同比增加

4.5萬人。

韓國統計廳當天表示，受疫情影響，需

要面對面接觸的服務業遭受重創，年輕人就

業環境極其嚴峻。

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洪楠基

13 日稱，對就業形勢“深表憂慮”，將

在必要時刻制定其他措施改善就業市場

。目前，韓國政府正發放第三期抗疫補

助，規模達 4.1 萬億韓元，主要面向個體

經營者等。

日本新冠累計確診超30萬例！
大城市醫療壓力持續增加

綜合報導 登報導據報道，截至

當地時間1月13日下午3時，日本全

國新冠累計確診病例已增至300532例

(包括“鉆石公主”號的712例)，東京、

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的醫療系統，

正持續承受重壓。

據《每日新聞》統計，日本累計

確診病例增至10萬例花了287天；從

10 萬例增至 20 萬例花了 52 天；而

“第三個10萬”僅耗時24天。

報道稱，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截

至1月6日的數據顯示，該國新冠確

診患者中，20 多歲的最多，占比

23.2%；其次為60多歲，占比為22.8%

；此外依次為30多歲(15.7%)、40多歲

(14.6%)和50多歲(13.3%)的感染者。

報道稱，目前，日本的疫情主要

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和橫濱等

大城市，這些地區的醫療系統正承受

重壓，新冠專用病床數量，都已處於

緊缺狀態。

另據此前報道，日本首都圈的壹

都三縣(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和神

奈川縣)已於1月8日進入緊急狀態；

此外，日本政府計劃在1月13日宣布

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庫縣等7府縣，

也進入緊急狀態。

朝鮮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閉幕
金正恩做綱領性總結

綜合報導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勞

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於當地時間12日在

平壤閉幕。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做

有關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綱領性總結

並致閉幕詞。

金正恩在總結中說，這次會議提出

並認真討論了開啟革命和建設新的高潮

期、大變革期的當前鬥爭計劃和黨的加

強發展中的壹系列重大問題。

金正恩提出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

會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並重點強

調全黨再次牢記並更加堅持“以民為

天”“壹心團結”“自力更生”三個

理念。

他強調，要爭取社會主義事業新

勝利、實現輝煌進展，就要有決心

開展艱苦卓絕的正面突破戰，並呼

籲為了實現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提

出的鬥爭綱領、為了推動朝鮮勞動

黨的加強發展和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

努力奮鬥。

此次會議壹致通過了《關於貫徹

落實朝鮮勞動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工作總結報告所提任務》的決議書

。決議書反映了在當前國內外形勢

下，將朝鮮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下

壹個勝利階段的新鬥爭目標和執行

方法。

韓聯社援引韓國專家觀點稱，朝鮮

勞動黨八大實際上向韓美兩國敞開對話

的大門，具有“剛中帶柔”的特點。有

專家表示，韓國若想打破如今的膠著局

面，應將工作重點放在恢復朝美對話和

韓朝對話方面。

另據朝中社 13日報道，金正恩同

新壹屆黨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壹起於 12

日參謁了錦繡山太陽宮，並以朝鮮勞

動黨中央委員會名義向朝鮮已故最高

領導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獻花

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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