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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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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有房地產業的專家對 COV-
ID-19大流行將給房地產業帶來
的揮之不去的影響後作出了一些
預測。以下是疫情流行消退後對
房地產的五大預測趨勢。

1.買主將加大購買規模
分散房屋是美國地產未來的

行業潮流，但被關在一兩個房間
裡的城市居民很可能會希望分散
開來。專家認為，人們對更大公寓
的需求將回歸時尚，許多人將考

慮擴大規模——無論是在面積、
光線、戶外空間、視野還是設施方
面。

2.精品建築、聯排別墅和
建築科技將更加流行
大多數代理商並不認為疫情

會阻止人們在大城市地區投資房
地產。當然也沒有阻止亞馬遜
AMZN首席執行官，他最近在曼
哈頓的一棟大樓裡購買了另一套
公寓投資近1億美元。

美國的地產經
紀人普遍認為，今
後的精品建築將贏
得大型開發商的青
睞，聯排別墅將變
得更加珍貴。

無接觸技術的
採用，包括鎖和恒
溫器的遠端操控，
將成為標準，多戶
型建築業主和管理
者將面臨挑戰。

3.戶外空間和
家庭辦公室將

成為熱門配置
陽臺、露臺和私人屋頂平臺

已經成為任何潛在買家的寶貴設
施，但在未來幾個月內，它們的需
求將更加旺盛。

家庭辦公空間也將成為一個
更標準的產品。對於處於規劃階
段的多戶型專案，開發商正在重
新考慮佈局，以適應在家辦公的
租戶。

4.建築造價將上漲
在大流行之前，建築業已經

面臨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許多
專業人員在大蕭條期間離開，建
築業在全國蓬勃發展。

紐約市建築律師事務所預測
，當暫停施工結束，建築商準備重
返工作崗位時，可以預期，隨著供
應鏈的緩慢復蘇，以及監管人員
加快如何保障工人的安全，許可
程式可能會出現延誤，成本也會
增加。

在可能出現經濟衰退之後，
建築貸款將面臨新的限制和土地
收購放緩的挑戰。

5.供應鏈將發生轉變
據材料商稱，超過30%的建

築材料來自海外，來自中國、義大
利、巴西和印度等國，這些國家正
面臨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挑戰。

萊派特納說：“這些供應商中
的很多都會在美國建立，但這需
要數年的時間。”（文章來源：美
房吧，meifang8kefu）

疫情消退後美國地產趨勢的五點預測疫情消退後美國地產趨勢的五點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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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住房／投資房美國自住房／投資房，，在報稅時有什麼不同在報稅時有什麼不同

在美國，如果你擁有兩套房產，一般就
會認為一套是自住房，一套是投資房。自住
房和投資房在稅收政策上是有不同的。這兩
種房產在報稅的時候有什麼省稅方法嗎？今
天就一起來瞭解一下吧！

如何定義自住房和投資房？
每個已婚家庭或單身個人的基本住宅，

就是自住房(Principal Residence，或Prima-
ry Residence），區別於其他住宅（如投資出
租房，度假公寓等）。

從稅法上說，如果納稅人同時擁有兩套
住宅，他居住時間相對較長的那套住宅為首
要住宅即自住房。另一個房產一般就會被認
定為投資型房產或度假屋。

自住房報稅時的優惠條款
1、如果是自住房，而且這套自住房還是

用貸款買的，那麼在報稅時，和自住房相關
的所有費用都可以抵免稅，比如貸款利息、
貸款點數、地稅等等。這相當於給了購房者
一個很大稅務優惠。

2、如果納稅人要出售自住房，需要繳納
資本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但如果出售
自住房的業主在近五年內於該住宅居住至
少兩年以上，賣房利潤個人低於25 萬美元，
夫妻低於50 萬美元的部分則無需繳納資本
增值稅。

當納稅人申報其自住房之後，美國稅務
局將會不定時檢查納稅人的水電使用記錄、
帳單支付、納稅人是否有在住宅區行使其公
民投票權等一系列可以顯示納稅人是否在
該住宅常住的情況。因此，納稅人很難謊報
其自住房的狀況。

投資房租金收入報稅
優惠條款

首先，屋主維修出租房屋所花費的支出
，一定要保留收據，因為這些收據在報稅時，
都可以算作支出，以抵租房收入。如果請工
人，也建議屋主從國稅局（IRS）網站上下載
1099 表格，這樣支付給工人的費用，可以用
來報稅。許多華人在聘請工人時，都願意以
現金方式交易以取得較低的收費，但這樣做
，不僅報稅時沒有憑據，而且無法獲得沖抵
租金收入的出租成本支出。

出租房的另外一種節稅策略是折舊回
抵。只有房子的價值可以折舊，土地價值部
分不能折舊。出租房分27.5 年來折舊算。比
如說，你買個房子20 萬，土地值4 萬，房子
本身值 16 萬。每年就可以折舊 16 萬/27.5=
$5818，也就是從租金收益中扣除。27.5 年以
後，你已經把那16 萬都折舊完了。這時候你
把房子賣掉，賣了30 萬。增值的10 萬，你要
付長期資本利得稅，稅率比較低。可是那16
萬以前幫你省稅的折舊部分，要重新交稅。
這部分稅就叫做折舊回抵（deprecation re-
capture)。

專家稱，不少屋主放棄折舊，這樣做不
太正確。因為一所房子可能出租幾十年，國
稅局很難查是否拿折舊來抵稅，所以稅法規
定不管已折舊還是可折舊都要吐回，不拿白
不拿，白白損失折舊不划算。而且金錢越來
越貶值三十年前一個二十萬的房子，現在已
翻數倍。當年折舊省下的稅，用今天的物價
折算，可能升五到十倍，因此建議折舊越早
越好。

沒有報稅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納稅人欠美國政府稅款，又沒有在

納稅截止日期內交款，他將被美國稅務局罰
款並徵收高額利息。美國國稅局的規定是，
如果美國稅遲報，而且拖欠美國國稅局的稅
款，那麼會出現三種罰款：一種是未及時申

報罰款，一種是未及時繳稅罰款，以及滯納
金。

因故此，及時報稅和交稅非常重要。對
於美國非稅務居民，特別是在美國境內有房
產和財務投資者來說，正常申報美國稅是保
證其在美國財務利益不受干擾的重要因素，
同時也能夠保證其在美國投資所得僅被徵
收合理稅款。美國國稅局針對非美國居民的
報稅問題，有詳盡的解釋，並且在其一切某
些特定的投資方面，給予美國非居民選擇如
何進行稅務處理的權利。然後，正常申報非
美國居民的美國所得稅，被普遍認為是一種
最佳的處理方式，不僅能夠體現非美國居民
嚴格遵守美國法律的表現，而且還僅被徵收
合理的稅款，這對於非美國居民來說，如果
在美國境內有收入，正常進行報稅，是非常
正確而的處理方式。

此外，非美國居民，正常申報美國境內
收入和交稅，能夠很大程度避免美國國稅局
的查稅抽檢稅務稽查。如果被美國國稅局抽
檢稽查，並且被認定不按時交稅或者逃稅，
將不僅會被課以高額罰款，甚至美國境內的
財產也會受到影響。

同時，美國國稅局的記錄和美國使館的
簽證申請有一定的關聯（美國簽證申請表中
要求簽證申請人填入美國個人稅鑒別號碼）
，故此，糟糕的報稅記錄會極大影響美國簽
證的再次申請，而良好的報稅記錄有助於非
居民再次獲得美國簽證的再次獲得。

換房考慮"1031 "延稅
"1031 "是美國稅法中的第1031 款, 英文

全 稱 是 "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1031 "，又叫做" StarkerExchange "。Starker
是一位投資者的名字, 他曾經買賣過投資房
, 當時國稅局在他賣的房子上收了他的資

本利得稅(Capital Gain)。但他認為，因為他
用賣房的錢馬上又買了一棟投資房, 不應
該交稅，而是應該等到將來賣最後一個房子
時才交稅，所以他一狀告到美國最高法院,
最後贏得了官司, 隨後美國國會立法, 就是
" 1031 "。

所以，根據" 1031 "，如果投資人將舊房
子( 稱做 Relinquished Property) 賣掉, 用所
賺的錢又買了一棟房子( 稱做 Replace-
ment Property)，則所賺的錢可以暫時不交
稅(Tax Deferred)。

具體做法是: 投資人將舊房子賣掉, 要
在45 天之內找到另一處房子, 要簽好買房
合同, 然後在 180 天之內要過戶。賣房的錢,
投資人不能動用, 應放在一個中間人那裡,
稱做" Qualified Intermediary " , 在買另一
處房子時, 直接轉到第二個房子裡去, 這第
二個房子與第一個房子應屬於"同類型"房子
(Like Kind)，即投資型的房產。

用誰的名義投資也有竅門
如果是以個人名義投資房產的，可以通

過房子的地稅、保險費、房子的折舊費、裝修
維修費、房地產公司的管理費和房地產經紀
的仲介費等方式來抵稅。對高收入者來說，
省下的稅可以高達聯邦稅的40%, 相當於政
府幫你給了一半的開支。

如果是用公司名義投資房地產的，除了
以上提及的抵稅項外，公司的租金、電話、日
常維持、日常管理所需要的所有費用，員工
的所有工資、福利，用公司的名義買的電腦、
傢俱、電器等等，通通可以抵稅。專家建議，
謹記保留原始發票、收據或是信件等作為報
稅憑據。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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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貸款要想取得最佳利率所必須知道的事項房產貸款要想取得最佳利率所必須知道的事項

貸款買房，選擇貸款機構的時候，大家
最關心的就是利率。

影響利率的因素有很多，今天就來跟大
家聊聊，要做好哪4方面，才能拿下最好利率
。

01信用分數
信用分數對利率的影響最大。
房屋貸款是階梯定價（tier pricing)，每

個信用分數階梯對應一個利率。信用分數分
段越高，利率也就越低，通常是20分一級。

大部分買家常用的貸款是Convention-
al loan，最低660分就可以貸款，740分以上
算是第一梯度。

另一種是貸款是限額較高的 Jumbo
loan，要求借款人有更高的信用分數和更多
的首付，利率通常也較高。

對於Jumbo loan，信用分數760-780分
是第一梯度。

雖然每20分就會相差一個等級，不過只

要信用分數在700以上
，都不會有特別顯著的
差別。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
真的很高，在760以上，
利率會低一點，但是每
個月不會差很多。

關於提高信用分數
，我們為大家分享 2 個
Experian官方的建議：

首先就是要按時還
帳單，包括信用卡、貸款
、話費、租金、水電費等
等。貸款機構查看你的

信用報告的時候，會通過你有沒有按時還款
來判斷你是否可靠，從而來預測你貸款之後
會不會按時還貸款。

第二個是，降低信用卡的結餘數額，也
就是每個月盡可能多地完成還款。這會影響
到Credit Utilization Ratio（信用額度利用率）
，從而影響你的信用分數。

一般來說，信用卡額度利用率越低，信
用分數就會越高。

較低的信用卡額度利用率代表你每個
月沒有花光所有的信用卡額度，說明你是一
個知道如何妥善處理信用貸款的人。

02貸款-收入比
（Debt-to-Income Ratio)

DTI是銀行考量貸款人每月管理還款能
力的一個比例。

又細分為 Front-End DTI（只看房貸月
供/收入）和Back-End DTI（學生貸款+車貸+

新房子貸款 +其他所有債務還款/收入）兩種
計算方式。

債務占收入比例越高，銀行貸款的風險
就越大，如果超過一定比例，銀行就可能會
拒絕貸款給你。

現在大多數銀行要求Front-End DTI不
超過28%，Back-End DTI不超過43%。而且
多數銀行更看重Back-End DTI。

Jumbo loan的要求比較嚴格，得根據首
付比例、是不是第一套房、選擇的貸款項目
等等來確定，可能會要求只有40%。

DTI低，利率也會相對更低。
但這個也要看具體情況和每個銀行的

政策。有時候20%和25%的利率可能就會很
不一樣，但25%以上的就沒什麼區別了。

但總的來說，收入越高、其他貸款越少，
你能申請到的買房貸款就越多，利率也會越
有利。

所以有些lender會建議你在申請房貸
前先還清其他大筆貸款，同時不要在短期內
增加新的貸款。比如開新的信用卡、貸款為
新家添置傢俱電器等等。

03工作時長和收入水準
一般情況下貸款機構會要求貸款人有

一段時間的工作和穩定收入。
兩年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時長。最好的情

況是你之前同一份工作做了兩年，或者說雖
然中間換了工作，但是換到了一個收入更高
的工作。

但有一些剛開始工作的年輕買家也不
用特別擔心，只要有雇主提供的offer letter，
還是有很多lender可以幫忙做貸款。

但如果你是自己創業self-employed, 貸

款機構就會更小心更嚴格了。他們會仔細比
對你的收入和Tax Return。

04首付Down Payment
一般來說，如果能提前準備20%的首付

，拿下好的貸款利率會比較有利。
因為貸款都是根據風險因素來調整的，

5%的首付肯定會比20%首付風險更高，利率
也會更高。

另外，如果首付少於20%的話，貸款機
構會要求購買PMI (Private Mortgage Insur-
ance) 房貸保險。

PMI受貸款額度、信用分數、房子類型、
DTI 和貸款專案影響。

如果首付10%的話，每年要付的PMI大
概是0.4%-0.85%。不過等房貸還到20%，就
不用再付了。

當然，也並不是說低於20%的首付就一
定不好。

我們也有一些投資型的客戶，會選擇只
付5%到10%的首付。

雖然可能每個月要多還100刀左右，但
考慮到現在的低利率，這部分錢的使用成本
還是很低的。

剩下的錢還可以做多樣化投資，而不是
都放在房子上。

有很多人認為，是不是應該攢夠20%再
開始考慮買房。考慮到過去兩年美國房價的
增長速度，攢錢的速度很有可能趕不上房價
增長。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了買房計畫，可以儘
早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降低首付比例，挑選
一個合適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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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什麼樣的好房產才能增值？在進行
房產投資中以下6個方面值得注意：

（1）性能良好
有人會買待修房，認為通過裝修將其增

值，但事實上，花費得越多意味著投資回報
率越低，低於預期值。所以盡可能去購買性
能良好的房產，短期內房屋租金就會令人有
收益。

（2）價格適中
最好位置的房產（海灘區、市中心和富

人區）通常會有不佳的現金流量，工人階級
區中等價位的房產才是真正的鑽石，這些房
產雖處在不好的位置，但卻有很好的現金流
量，保守估計，每年至少有4%至6%的現金

回報率。

（3）良好的財務、法律和物業
狀態

購買房產的同時會相伴很多的共同利
益發生，所以要盡可能避免財務、法律或流
程執行上的麻煩。購買者需要對此盡職調查
，要做大量艱苦的工作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的
方式，然後再進入仲介服務。

（4）具有好信用的租戶
買到一套曾有好信用租戶的房產是件

開心的事情，這意味著保證金及好租金，而
且購買者無需清潔、油漆、更新或修復太多
的東西。如果房產所處地區具有大量良好信
貸品質的租戶，那麼房屋就極容易迎來好的

承租人，因此，在購買者出手之前，最好瞭解
一下目前租戶的租期、信貸申請和信用情況
。

（5）低空置區域
空置房屋易被搶劫、招致惡意破

壞或損失租金。如果房屋所處地區具
有非常高的空置率，並且在得到一個
合理租金之前，它可能會閒置數月或
數年，那麼購買者請慎重考慮買入高
空置率地區的房產。

（6）長期持有
房地產投資最重要的因素是需

要長期持有，所以，購房者要買自己
滿意的優質房產，並長期持有它。這

是房地產賺取財富的最佳選擇。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購買什麼樣的房產才能增值購買什麼樣的房產才能增值

3月29日，被害人刁爱青的姐姐刁

爱华在代理律师周兆成的陪同下，一同

来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就1996年1月

妹妹刁爱青遇害案正式起诉南京大学，

索赔162万。

“刁爱青父母的诉求是要求学校承

担侵权责任和安全保障责任，要求学校

赔偿162万元。”周兆成告诉华商报记

者，法院已经受理了相关材料，现在等

着法院正式立案。

刁爱华表示，案发已经过去25年，

至今未抓获凶手，家人深陷痛苦之中，

想就父母所受伤害讨个说法，“这次并

不是为了经济赔偿，而是这么多年了，

我们家属一直相信、等待学校能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们没有做到。

舍长被宿管老师处罚负气出校门
买东西失踪

“我大她5岁，小时候对她特别关

照，也没有特别的记忆，因为农村的小

孩子，比较单纯，没有什么大的人生规

划，都是听大人的。”

刁爱华向记者介绍，妹妹刁爱青从江

苏泰州离家到南京大学读书，遇害前是南

大成人教育学院一年级学生。

刁爱华的丈夫钱先生告诉记者，

“她是1996年 1月9日下午离开鼓楼校

区宿舍失踪的，她是舍长，舍友违反校

规使用电炉子，她被宿管老师处罚，所

以心情不好，就负气外出散心，当天下

午5时多，有学生看到她出校门时手里

还攥着零钱，应该是到校门口附近买东

西，后来就失踪了。”

失踪10天后发现碎尸

凶手毁尸灭迹将尸体切割

1996年1月19日清晨，在南京新街

口华侨路，清洁工发现一个装有尸块的

提包，证实小姨子已经遇害。刁爱青在

校期间被凶手残忍杀害。凶手为毁尸灭

迹，还将尸体加热至熟，并切割成2000

片以上。

记者获得的当年南京市公安局悬赏

通告显示，1996年1月19日，南京发生

恶性杀人案，被害者刁爱青1976年生，

身高1.60米，留短发。1月9日下午5时

许，在鼓楼区汉口路附近失踪后遇害。

案犯作案使用了3只包：一只为人造革

旅行包，上有“桂林”字样及图案；一

只为仿牛筋“枕头”包；一只为牛仔布

背包，上有“中旅社”商标，南京警方

曾悬赏5万元征集破案线索。

案发25年 校方从未向受害者家
属表示歉意

时隔25年，刁爱华至今仍认为，南

大在学生安全监管

方面有很大的责任

，“我妹妹失踪当

晚，他们就应该第

一时间通知我们，

也许就不会发生命

案。”

如今，父亲已经

73岁，母亲也已71

岁 ， 刁 爱 华 说 ：

“总之，我们家是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了，父母无法排解

郁闷，在他们心里

难以沟通，有时候

一句话都不讲，活

一天过一天的，没

有人能替代，心痛

只有自己知道。我

父母最大的心愿就

是在他有生之年能

看到警方把案件破了，让妹妹冤魂得以

告慰，让妹妹的尸骨入土为安。”

刁爱华告诉报记者，案发至今，南

大校方从未向他们家属表示过歉意。

“从来没有过，1997年的春节过后来过

几个老师，带了些茶食之类的东西，来

家里就是带了些礼品来慰问，主要探探

我们家人是什么态度，是否是好处理的

那种，顺便安慰一下，证明他们做了。

”

刁爱华不确定来家里的这几位老师

中有没有妹妹当年的班主任，“她的老

师应该已经退休了，他们就来过一次，

当年来看望后，以后再没来过，也没有

打过电话。”

案件移交警方办理 等案子破了
才能分清责任

校方不主动，那受害者家属就去找

，刁爱华表示不能接受学校处理此事的

态度。“这些年我们家人一共去过四五

次南大。我们去都是直接去的校长室找

校长，也就是想讨个说法，但他们回得

很干脆，说案件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办理

，等案子破了才能分清责任。”

“2016年 6月份去南大，南大的态

度是你找警方，把我晾在门口，连保卫

处的门也没让进。2019年12月9日，我

发短信询问办案民警关于案情进展，对

方回短信说有情况会及时通知。”

“25年了，校长都换了几个了，当

年的那些老师、宿管什么的早就不一定

在原岗位了，有的人都已经退休了。况

且当时出事后，学校就做了调整，我们

是个人，他们是单位，要是现在去只能

去校长室找校长，而且新校区在仙林，

校长通常应该在那边，这是2016年我去

找，鼓楼校区的校长秘书说的。”

刁爱华告诉记者：“校长一次都没

见过，有一年冬天我先生陪我爸去的，

后来我先生先回，我爸在那边可能是等

校长，但是他们那几天对我爸的态度真

的让人受不了，让他签了一个东西，内

容大致就是以后再不去找学校的意思吧

。”

刁爱华很为妹妹鸣不平，“一个普

通学生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的，况且

在他们眼里，我妹妹属于成教生，不属

于正式录取的学生，而且又是农村人。

”

“来南京还是很悲伤，但我是带
着希望回去的”

谈及此次民事诉讼，刁爱华表示：

“首先是想让父母将来走得安心，再有

就是让家里起码知道我们家的孩子没错

，然后是通过这件事引起所有人对安全

教育的重视。虽然碎尸案目前没有进展

，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次起诉也许对

案件是一个大的推动。“虽然这次来南

京还是很悲伤，但是这次我是带着希望

回去的。”

律师解释为何起诉南大

“一直到今天，南京警方从未放弃

缉凶，但是非常遗憾至今该案尚未侦破

。”3月30日，周兆成向华商报记者表

示，2月27日，正式接受被害人刁爱青

父母的委托，成为该案代理律师。

“3月29日下午，我陪同刁爱华一

起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就25年前，刁

爱青在南京大学在校期间被残忍杀害，

代表原告刁艾青的父母正式向南京大学

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已经收到材料，并

向原告方出具《接受诉讼以及其他材料

凭证》。”

周兆成从刁爱青的家人处了解到，

25年前，刁爱青在校期间遇害，她的父

母多次去南京大学讨要说法。“很遗憾

，当时南京大学以案件尚未侦破，让其

回家等消息为由并没有处理。此后，父

母一等就是25年，截至起诉前，南京大

学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刁爱青父母认为女儿性格内向、

老实、乖巧，人际关系简单。但是由于

南京大学在校园管理存在重大过错，导

致年仅19岁的刁爱青在校期间被残忍杀

害并被碎尸2000多块。被害人父母考虑

到自己已经年迈，唯恐时日不多，所以

依法提起了诉讼，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

南京大学可以给一个说法。”周兆成解

释了刁爱青父母起诉南京大学的原委。

我国《民法典》及《高等教育法》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规

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学校应该加强校园管理，采取

措施，及时有效预防校园内相关违法活

动。积极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及时救

助义务。”但是，南京大学却懈于管理

，怠于行使职责。

首先，1996年1月9日，刁爱青失踪

当天，因其舍友违规使用电器，南大宿

舍管理老师 “株连”责罚刁爱青，使

其情绪悲愤离开宿舍，最后惨遭杀害。

其次，刁爱青当日夜不归宿，作为

管理方的南京大学应及时发现并告知家

长，但却怠于行使管理职责，直到1月

19日，警方发现刁爱青尸体后，南大才

通知其父母。正是由于南大没有履行宿

舍管理职责，延误时间，客观上导致该

案错过最佳的侦破时机，25年来依然没

有侦破。

最后，证据显示刁爱青被残忍碎尸

后，凶手抛尸地点均在南大校园附近，

无法排除刁爱青是否是在南大校园内遇

害。

“综上所述，其父母认为南京大学

在校园管理上存在安全隐患，并在学生

管理上存在过错，故此提起诉讼。”

周兆成告诉记者，依据我国《民法

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相关法律规定，“刁爱青父母起诉

南京大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三项费用共计162

万余元。”

19岁女生在校期间遭碎尸，家属起诉南大索赔162万
家属：校园管理存隐患，案发25年校方从未表达歉意

2月27日，周兆成接受被害人刁爱青父母的委托，成为该案代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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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如何規劃孩子的教育基金美國人如何規劃孩子的教育基金？？
當你關注到美國教育基金時，我深信不疑你是一位合格

的家長。你對孩子的愛毫無保留、不求回報；你希望你的孩子
身心健康、快樂成長；你期盼他們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將來
能過上衣食無憂、經濟富足的生活。然而，不斷上漲的物價，
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使得許多家長難以負擔孩子的教育。俗話
說：孩子是甜蜜的負擔。如何甜蜜又不造成負擔，就是要做好
理財規劃。

一、美國教育狀況
美國因其扎實的教育資源和科技經濟基礎，一直是國際

留學生的首選。
2018年 11 月，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發佈了2018年度Open Doors資料統計報告。報
告指出，在2017至2018之間，美國高等學校（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留學人數達到1094792人，相比2016至2017年
的美國留學生人數增長了1.48%，占美國總學生人數的5.5%
，而中國已經連續9年成為赴美留學生最多的生源國。

與此同時，美國的教育費用也是非常昂貴的。據美國大
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的資料顯示，過去 10 年間
(2007/2008-2017/2018)全美各州內四年制大學學雜費年平均
增長為3.2%，超通貨膨脹率。

華盛頓郵報的資料顯示美國的公立大學2015-2019年四
年的學雜費約為 8.1 萬美金（約 2 萬美金/年），私立大學
2015-2019年四年的學雜費約為17.8萬美金（約4.5萬美金/年
）。而每年的增長率分別在2.14%和2.8%不等（資料由過去10
年的學費增長率統計得到）。

拿哈佛為例，在 2016-2017 學年，哈佛大學的學費是
43280美元，而如果把住宿費等各種學雜費加在一塊兒，要
繳63025美元。到2033-2037年四年的大學學雜費分別增加
至每年公立學雜費3.3萬美金和私立6.5萬美金。

二、美國教育金規劃
導讀：教育費用對於大多數的美國家庭和海外赴美留學

的家庭都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何規劃孩子的教育金也是
這些家庭非常關心的問題。美國政府也為此設立了各類的教
育基金/助學基金計畫，以幫助學生和家庭解決財務負擔順
利完成學業。

很多人會誤把美國教育基金理解為某一個基金產品，其

實不然，教育基金規劃是一種理財的觀念或者計畫，目的是
為了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而提前準備一筆資金。因為這個目的
做的理財規劃，不論是儲蓄、投資都能稱為教育金規劃。而在
教育金規劃上最常見，同時具備稅務優勢，也最常被用來比
較的兩類分別是「529儲蓄計畫」（命名來源於1996年美國稅
收法第529條）和「紅利型的終身壽險」。兩者沒有絕對的好
與壞，更多的則是不是適合家庭的財務需要。

如果按照是否需要提前規劃來區分，美國的教育基金計
畫主要有兩類：

一、不需要提前規劃，就學時申請
向政府和學校層面申請的教育資助包括有：
1. 聯邦、州政府及學校、企業機構提供的獎學金「Schol-

arships」
2.聯邦、州政府及學校助學金「Student Aid」
3. 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的學生貸款 「Student Loans」，

利率6%。這是僅次於房屋貸款的第二大貸款品種，占了美國
家庭債務的11%。接近15000億（1.5兆）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
負擔4600多美元。奧巴馬政府一年通過學生貸款獲利510億
美元，學生成為政府的現金奶牛。

二、需要提前規劃
個人家庭的教育儲蓄包括有：
1. K2C「Kindergarten to College」Program現金儲蓄項目
根據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統計

，擁有儲蓄帳戶的孩子上大學的可能性是沒有帳戶的孩子的
7倍。美國州郡建立了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儲蓄計畫。該計畫
為幼稚園的兒童提供一個儲蓄帳戶，其中包含第一筆50美
元的押金，它可以成為大學學費的12年開端。

小貼士：美國人習慣透支消費，缺乏儲蓄意識。2016年
69%的美國人存款少於1000美元。因此美國政府鼓勵家庭為
教育進行儲蓄。

2. 529計畫「College Savings Account (529 Plan)」
529計畫（大學儲蓄帳戶）是一個特定用於高等教育或

職業教育費用的儲蓄理財帳戶。各州政府負責制訂計畫並選
擇有資質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529計畫參與者選擇適
合自己風險偏好的資產組合，將資金投入帳戶賺取收益。任
何賺取的收益只要用於符合教育支出範疇的均無需支付州

稅或聯邦稅。但未來必須專款專用，用於教育相
關開支，僅包括：學雜費，書本費，學習用品用具
等。如果將529計畫的資金用於其他用途，則帳
戶增值回報的部分需要繳稅且要支付額外10%
的罰款。

529 計畫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提前付錢
PRE-PAID，一種是自己攢錢投資INVESTMENT。

小貼士：早在2007年，當時還是伊利諾斯州
參議員的巴拉克•奧巴馬和妻子蜜雪兒為自己
的兩個女兒Malia和Sasha分別建立了529大學
儲蓄計畫，並且一次性地存入了驚人的24萬美
元。隨著美股長達八年的牛市，他們的教育基金
也水漲船高，支付其大女兒瑪利亞讀哈佛的學費
可以說是綽綽有餘。

三、雙重保障教育基金
導讀：將人壽保險產品用於教育金規劃的理

財觀念，在美國可以追溯很久的歷史。人壽保險

作為不多的幾個免稅教育金規劃方案之一，提供了靈活性，
對沖市場風險，不影響助學金申請等諸多好處。人壽保險產
品除了儲蓄帳戶的分紅現金積累以外，壽險部分在意外發生
時給家庭和孩子提供一筆不菲的賠付，以確保在經濟支柱發
生意外的時候孩子可以獲得足夠的資金完成學業。因此稱為

“雙重保障教育基金”。我們通過對比529計畫，從5個方面來
看人壽保險產品在教育基金規劃上優勢和適用性。

一、基金計畫存入上限
與401k或者IRA帳戶不同，529計畫沒有每年的存入上

限。但根據不同的計畫，聯邦法律529計畫有一個存入總額
的上限，根據各州的不同在20萬至50萬美金不等（這個金額
代表州政府估計的教育相關開支總額，其中也包括研究生院
部分）

人壽保險沒有供款上限，投保人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和
需求選擇繳納足夠的保費。

二、規劃的靈活性
529計畫的投資帳戶資金只能用於子女的教育開支包

括學費、書本費、住宿費等有比較嚴格的限制，如果將投資資
金用於其他途徑，投資增值的部分會被徵稅同時征繳10%的
罰款；

人壽保險的現金價值累積不僅局限于孩子的教育金上，
資金可以靈活使用，比如可以用於子女結婚、購房、創業起始
資金等，也可以用於自己將來的退休養老金等。

三、風險性和投資回報
529計畫通常投資於共同基金，收益率隨市場波動起落

，投資回報率根據選取的不同類型基金而不同，通常回報率
比較高，但也具有市場風險。若趕到子女即將上大學時529
帳戶處於虧損狀態，那也面臨尷尬處境。

分紅型的終生壽險可以保證保額和現金價值都逐年增
長，是一種更穩健的資產配置方式。

四、人壽保險的壽險保障
529計畫一定有他的優點，但如果家庭的經濟支柱發生

什麼意外，對於孩子未來的就學和生活肯定會有極大的影響
。

人壽保險產品除了儲蓄帳戶的分紅現金積累以外，壽險
部分在意外發生時給家庭和孩子提供一筆不菲的賠付，以確
保在經濟支柱發生意外的時候孩子可以獲得足夠的資金完
成學業。

五、對助學金的影響
根據美國 FAFSA(免費申請聯邦學生援助) 檔顯示，每

個希望申請資助的高中畢業生需要填寫的檔。在此檔中，政
府需要學生將家庭所有資產披露到此申請中，而且政府明確
表示他們需要瞭解的是"資產"，在這份資產名單中，529大學
儲蓄計畫就是需要申報的家庭資產之一，而擁有的資產越多
，對大學費用的貢獻就越大。這通常意謂著會減少政府助學
金的給予額度，影響獎學金和助學金的申請。

人壽保險不包括在助學金的分析中。這表示使用美國人
壽保險政策作為大學資助工具，是不會影響獎學金或者助學
金的申請。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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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美國報稅須知年美國報稅須知
做好年度稅務規劃五大秘笈做好年度稅務規劃五大秘笈

雖說稅務規劃是全年的計畫，但每年的最後一季(第四
季度)才是關鍵時期。

很多常用的個人年度減免稅收策略，需數周乃至數月的
執行時間，並且必須於12月31日前落實。（傳統的個人退休
帳戶(IRA)供款是明顯的例外，因上一年的供款可於下一年
報稅截止日前完成。）

「任何於年底截止的稅務規劃，應於12月中旬前制訂並
完成。如果錯過關鍵時機，將不可追溯補辦。」

當下，部分專業理財代表建議採取的稅務規劃策略包括
以下：

一、於適當情況下加快或延遲上報收入/申請減免。
二、利用投資虧損或收益。
三、開設401(k)帳戶進行供款。
四、如您已超過72歲，從您的個人退休帳戶(IRA)提取最

低提領額(RMD)。

審查收入
很多人進行年終稅務規劃時，首先會計算本年度的預期

收入，並與上一年相比較。對於實得薪資浮動的人士，例如獨
立承包商、小型企業主或以傭金為主的銷售人員，此項審查
尤為重要。

2018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出臺後，大部分人受惠於稅收
減免。事實上，由於標準減免額上調(2020年，已婚聯合申報
人的稅務減免額為24,800美元，單身申報人為12,400美元)，
大多數納稅人已經不採取標準減免的方式。此外，曾經令人
感到畏懼的替代性最低稅 (AMT)亦已修改，大多數納稅人不
再受影響。

「很多人倚賴稅務專家或理財代表協助分析收入以及盡
可能減稅，但別等到最後一刻才尋求建議。」

「年終節日假期及週末，加上數以百萬計的交易同時進
行，期間很容易出紕漏，並且往往來不及補救。」

稅務規劃策略一：
01延遲上報收入／加快申請稅務減免
對於今年收入較高的人士，在可能的情況下，或可透過

加快申請減免及延遲上報薪酬收入，降低應納稅額。
至於以現金為依據報告收入的納稅人及其於今年獲得

的減免額（通常適用于大多數雇員），部分薪資部門可能願意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發放年終獎。此外，今年亦可能不執
行非法定股票期權，而于明年執行。

就所提供服務開具發票的人士而言，可能亦希望推遲數
周收款，以確保付款於新的一年入帳。

有人採用另一減稅策略，如果他們樂善施行，可將有升
值潛力的股票或證券捐贈予合資格的慈善團體，只要這筆資
產由慈善團體持有至少一年，就可以產生相當於全部市值
（設有一定上限）的稅務減免額。

此外，對於下一年申請的正常減免，部分納稅人或會提
前至12月的最後幾周申請，例如預計州所得稅或1月的物業
稅。請留意，根據2018年生效的《減稅與就業法案》，納稅人
的州及地方收入、銷售及物業稅的減免總額上限為10,000美
元，倘若已婚人士單獨報稅，則為5,000美元。超逾此上限的
金額概不能減免。

除此之外，還能利用投資組合的虧損抵銷資本收益的方

法降低應納稅收入。美國國稅局(IRS)允
許納稅人利用當年投資組合的投資虧
損抵銷所有資本收益。任何額外的虧損
可用於抵銷每年最多3,000美元的普通
收入（若已婚人士單獨報稅，則為1,500
美元），直至虧損額用完為止。

但稅務專家指出，投資者應慎用此
策略。「投資是為了取得收益，故意放盤
導致投資虧本是反其道而行。」他在一
次訪談中提及，出售投資必須符合整體
投資策略。

投資者亦需瞭解假售回購規則。納
稅人不能為了獲得稅務減免故意虧本
沽售或交易股票，隨後於沽售或交易日
之前或之後30日內回購該等股票（或實
質相同的證券）。

稅務規劃策略二：
02加快上報收入／延遲申請減免
對於預計明年須繳納更多稅款的

人而言，情況正好相反。此情況下，可儘快上報今年的收入，
並延遲減免申請，避免在2021年增加納稅額。

例如，納稅人可以考慮收回欠款及應收賬款，解決任何
應納稅

訴訟或保險索賠，或從個人退休帳戶或退休計畫提取部
分金額（前提是提前提取不會產生罰金）。

納稅人亦可考慮將慈善捐贈推遲至明年（以節省稅務減
免額，留待更需要時使用），或於2021年1月1日支付12月的
可扣除開支，但要確保這種方式不會產生逾期付款罰金。

同樣，倘若全年的應課稅收入較低，個人亦可沽出升幅
較高的股票、債券、基金及其他資產（經已不符合投資目標），
進而獲得資本收益。

稅務規劃策略三：
03對401(k)、403(b)及457計畫供款
加大對401(k)、403(b)或457計畫等稅收遞延退休儲蓄計

畫的供款，是減稅較常用的方法之一。
如果薪資稅務減免額未能覆蓋401(k)供款限額（2020年

為19,500美元），納稅人可上調今年餘下幾周的遞延供款額
度。50歲或以上人士可額外追加6,500美元供款。

無力承擔帳戶最高供款的人士不必灰心。即使年度供款
增幅不多，亦可提高帳戶內的儲蓄，尤其當退休儲蓄計畫涉
及雇主的匹配供款時。另外，您的供款還可直接享受稅務減
免。

稅務規劃策略四：
04注意最低提領額
有時候，避稅的上策是避免不必要的罰款。
72歲或以上的人士每年須從大部分稅收遞延帳戶（包

括傳統的個人退休帳戶及401(k)帳戶）提取最低提領額。③
提取最低提領額的年齡一直是滿70歲，直至2019年通過
《SECURE法案》，該年齡限制經上調至72歲。

多數情況下，提取最低提領額的截止日期為12月31日。

但首次提取的人士除外，該等人士可直至年滿72歲後的4月
1日再提取。（但如果選擇此提取方式，他們首年將領取兩筆
最低提領額，一筆是前一年的款項，另一筆是當年的款項。）

若於相應截止日期前未提取最低提領額或全部金額，將
就未提取金額徵收50%的高額稅項。

簡而言之，如果您須從個人退休帳戶提取至少5,000美
元，但錯過了截止日期，您將須向國稅局繳納2,500美元，以
及因最低提領額徵收的普通所得稅，因為該筆供款按稅前收
入計算。

為進一步達成稅務減免，有人亦考慮將最低提領額捐贈
予慈善團體。

「如果您今年計畫慈善捐贈，可考慮將最低提領額直接
捐予合資格慈善團體，以避免繳納該等款項產生的所得稅，
最高可達100,000美元。」她還強調，慈善捐贈部分可免稅，無
論對捐贈人還是慈善團體都有較大的幫助。「請務必確保交
易於年終截止日期前完成，為交易預留額外時間。」

稅務規劃策略五：
05醫療保險計畫策略
為個人或家庭購買高免賠額醫療保險計畫 (high-de-

ductible health insurance plan) 的人士，如果滿足開設醫療
費用儲蓄帳戶 (health savings account- HAS) 的資格，亦可
從個人退休帳戶提出免稅資金為醫療費用儲蓄帳戶 (HSA)
供款。（一般來說，這個做法僅適用於未有其他HAS供款管
道的納稅人。否則最好別動用個人退休帳戶的資金，而是利
用其他收入的可減免供款投資HSA。）

2020年，個人的供款上限為3,550美元，家庭為7,100美
元。（對於50歲或以上人士，該上限上調1,000美元。）Coutu
表示，為符合資格，個人的稅務減免額至少為1,400美元，家
庭為2,800美元。

她表示：「如果醫療費用儲蓄帳戶的這筆錢用於醫療開
支，那麼無須就此繳稅」，並強調資金轉移一生只能操作一次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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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桥小学联合内蒙古自然博物馆举办“爱护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主题科学课堂，师生们
在水循环净化实验、节水爱水宣传等项目中学习水的知识，提高珍惜水、爱护水意识。图为学生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展示节水爱
水宣传画。 王 正摄 （人民图片）

世界水日来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开展“护水节水，建设幸福河湖”
活动。图为长兴县夹浦镇滨湖村盛家漾，村镇河长带领党员志愿者在河道内
种植狐尾藻，净化水质。 王晋焱摄 （人民图片）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范马村东
风村民组，供水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农村供
水改造作业。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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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的滴灌水管，工厂的回收水箱，家里的节水龙头……如今，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节水行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

如荼。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知行合一节水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节约用水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产生活方

式。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珍惜水、爱护水”，我国开展“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用水结构调整
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节约用水是

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21世纪以来，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领域节水，推动缺水地区节水，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节水行动在中国全面展
开。

北京是一座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文明古都，同时也是水资源严重紧缺的特大型城市。长期以
来，北京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行政区域和行业用水总量控制，并将此项工作纳入
各级政府和部门绩效考核。在生活节水方面，实施居民家庭阶梯水价，2016年5月1日起上调非居民
用水水价，并首次实行城六区与其他区域差别化价格政策。推出一系列高效节水器具推广政策和激励
机制，“十三五”以来，累计换装高效节水器具43万套。全市高校公共洗浴等场所全部实现IC卡计量
收费系统，市属22家三级甲等医院开展节水改造，改造率超过80%，服务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

江苏省也是用水大户，制定了一系列节水行动方案：全省划定用水红线，严格把控用水总量；优
化产业结构布局，严控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加大灌区配套
建设和节水改造力度，在节水的同时促进作物增产和农民增收；实施企业节水技术改造，推动工艺节
水、蒸汽和工艺水梯级利用、冷凝水回收、清污分流分质、废水处理中水回用等节水技术落地。

黄河流域当前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部分支流仍然存在断
流或不满足生态流量水量需求的现象。中央对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高度重视，要求自2020年12月17
日起对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依法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水利部全面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在13个地表水超载地级行政区和62个地下水超载县
级行政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为解决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2018年 8月以来，国家多措并举向京津冀地区实施河湖生态补
水，京津冀地区地下水位下降速率明显减缓，水面面积大幅增加，2019年浅层地下水超采区有55%的面
积水位止跌或回升。同时，加强水资源统筹配置调度，自2014年以来，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京
津冀地区调水超216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3600余万人。

国家节水行动已取得可喜成效：2019 年全国万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年下降24%和2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59，提前实现国家节水行动2020年目标；全国
31个省区市全部出台省级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地方协调机制普遍建立。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
27个省区市建立节水部门协调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

目前，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用水结构逐渐调整，用水效率总体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未来还有空间
尽管我国节水成效显著，但节水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经测算分析，全国节水潜力还

有空间，2025年全国总节水潜力为298亿立方米，2035年全国总节水潜力为614亿立方米。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明确的“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要求。水利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十四五

期间，将加快建立节约用水工作部协调机制；启动实施黄河流域的深度节水控水行动，加强流域重点
用水户超定额用水的专项整治；推动200个以上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持续强化节约用水监督管
理，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单位进行处理；推广滴灌、空冷等高效节水技术，加大节水器具在民众中的
普及力度。

今年在工农业节水方面将有大行动。据水利部透露，这些行动包括严格工业用水定额管理，严控钢
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产能；开展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支持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发
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探索节水增粮增效技术路线，加快旱作节水示范区创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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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先慌了

长赐号服役于长荣海运欧亚航线

，满载20388TEU（俗称“两万标箱船

”），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

事故发生后，长赐号横向卡住苏

伊士运河，精准地“切断”欧亚海运

大动脉。船舶脱困时间的长短，直接

影响着全球海运及大宗商品贸易行业

。

长赐号服役于长荣海运欧亚航线

，满载20388TEU（俗称“两万标箱船

”），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

图|人民视觉

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用高昂，为每艘

商船1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每天通

行的500多艘船舶中，主要为船上货值

最高的集装箱船，其次为油轮，再次

为运输粮食等大宗散货的干散货船。

全球25%的集装箱贸易通过苏伊士运

河完成。其中，亚欧之间的集装箱运

输全部经由苏伊士运河完成。

亚欧航线本已高度繁忙，处于紧

绷状态。苏伊士运河阻塞后，船舶到

达时间或大规模延迟。短期内，全球

高度紧张的集装箱船舶运力供应将雪

上加霜，进一步拉高亚欧航线的运价

。

目前，全球各大航运公司都在积

极观望事态发展。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船东将根据货物重要程度、时间紧

迫性及货值高低，选择绕航非洲好望

角或者暂缓发货。

但油轮市场上，苏伊士运河运费

过高，波斯湾向欧洲海运的原油往往

会选择绕航好望角。因此，苏伊士运

河的阻塞对全球原油海运贸易的影响

相对有限，但成品油跨区域贸易将严

重受阻。

特别是亚洲成品油过剩严重、欧

洲炼厂逐渐关闭现状下，波斯湾及印

度西海岸的航空煤油和柴油会择机从

亚洲流向欧洲及北美地区。而这一贸

易路径往往是靠苏伊士运河实现跨区

套利。如今，运力瞬间抽紧，相对封

闭的地中海油轮运费市场波动率预计

受影响最大，并依次向波斯湾市场及

远东市场传递。

在干散货海运上，主力船型海岬

型干散货运输船绝大多数绕航好望角

，运河堵塞对小型干散货运输船市场

特别是环地中海市场影响会较大。其

中，黑海出口粮食预计受冲击最大，

运费波动率最大，并向全球粮食海运

市场传导。

石油，还有路可走吗？

在波斯湾去往欧洲的海运原油航

路上，超级原油船VLCC通常走好望

角，或在红海的埃因苏赫纳港卸货后

走管道，再在地中海塞得港装船。苏

伊士运河阻塞对全球原油贸易影响相

对有限，但考虑到当前主要波斯湾产

油国减产，不排除运河阻塞后进一步

提升减产率。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近年

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波斯湾去往

欧洲的原油出口呈下降趋势。考虑到

波斯湾原油向欧洲出口的扰动，反映

北海地区供应的布伦特原油和反映波

斯湾地区供应的迪拜原油价差将增大

。

中国原油进口战略通道在霍尔木

兹海峡、好望角以及马六甲海峡，中

国海运进口原油从苏伊士运河通过的

比例较低。因此，中国原油进口预计

受到影响较小。

但是，无论是以地中海市场、西

北欧市场为代表的欧洲成品油市场，

还是以波斯湾市场、新加坡市场为代

表的亚洲成品油市场，苏伊士运河都

是全球成品油运输的必经之路，煤油

、柴油方面有着较多的跨区套利与资

源流动。可见，成品油更需要关注全

球跨区贸易紊乱，实货市场升贴水及

品种裂解差预计波动加大。

同时，如果苏伊士运河阻塞时间

过长，大量船舶将不得已绕航好望角

，船用燃料油消费量因此大增，全球

保税船供油（即为国际航行船舶加油

）行业需求将出现利好，国内保税船

供油行业也有望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埃及：快来拖船啊！

网络照片显示，长赐号处于满载状

态，船头及船尾均因搁浅被卡得很深。

苏伊士运河当局派出多艘拖轮，并利用

涨潮协助长赐号脱浅。但是，苏伊士运

河潮汐最高只有1.6米，脱浅难度大。

笔者推测，如果涨潮没有起浮成

功，运河当局可能会请求埃及军方出

动工兵，在运河两岸挖出足够富余水

深和回旋空间；同时还要抽调拖轮和

其他集装箱船，把船上的集装箱卸下

来，以减轻船舶重量。考虑运河航道

高度拥堵情况，调用船舶殊为不易，

极端情况下可能还要动用直升机帮助

船舶减载。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脱浅费用

都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在当前

火爆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下，集装箱船

是船东的“摇钱树”，加之海上保险

托底，预计船东会积极寻求船舶尽快

脱浅。如果船东不能自证本次海上事

故属于不可抗力，船东将承受的不只

是船舶延期所造成的经营损失，而且

面临天价索赔。当然，这是后话。

实际上，本次海上事故不是苏伊

士运河第一次出现事故。2018年 7月

15日，三艘散货船和两艘集装箱船在

苏伊士运河连环相撞。两天后，运河

交通恢复。

针对本次事故，尽管埃及官方称

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可解决，但是考虑

船舶吨位、搁浅方位等复杂因素，实

际可能要超过两天、甚至需要一周时

间才能解决。

这一周的时间窗口将成为重要变

量。

目前，集装箱海运板块上，货主

惴惴不安，航运公司内心窃喜，但双

方都在观望；油运板块上，实货租家

紧密观察事态发展，船东已将事故视

为运力收紧的利好；干散货海运板块

上，现已由涨势凶猛进入回调期，加

之苏伊士运河阻塞对干散货海运影响

小，市场反应最小。

相较之下，埃及才是最着急的。

2015年8月，苏伊士运河扩建工程完工

，船舶通航时间从18个小时缩短为11

个小时。当时，埃及政府预测2015年

运河通行费用收入达 53亿美元，而

2023年这一收入将增加逾一倍，为132

亿美元。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相关数据显示，苏伊士运河2020年通

行费用收入共计56.1亿美元，这已是

有史以来的第三高，埃及政府原定增

长目标没有达成。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埃及旅游

业受重创，2020年旅游业收入为40亿

美元，较2019年骤降近七成。如今运

河一堵，埃及外汇收入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埃及很可能举全国之力，尽

快恢复运河通航。但因行政效率和执

行力限制，运河何时能恢复通航还是

个未知数。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欧亚海运航线的枢

纽与战略要冲。

下图显示了船舶从上海前往直布

罗陀的海运航线是否通过苏伊士运河

的里程数和航行时间。对比显示，差

异巨大。

作为人工开凿的第一条海际运河

，苏伊士运河打通欧亚大陆，大大缩

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太平洋各国的

航程。与绕道好望角相比，从欧洲大

西洋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5500-8000

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

短8000-10000公里，对黑海沿岸国家

而言则缩短了12000公里。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历史上，苏

伊士运河真正被关闭、并对全球造成

巨大冲击都是政治因素而起，并非商

业因素诱发。

苏伊士运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都被封锁，充分显示其重要的军事和

战略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伊士运

河见证了英国的衰落及美国的崛起

。面对如日中天的美国，实力衰落

的英国不得不让出在中东的地盘和

利益。同时，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

也想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决定国

有化苏伊士运河公司。英国、法国

及以色列亦军事联手，试图夺回英

国在埃及的主导权。

于是，埃及沉船约四十艘阻塞苏

伊士运河；伊拉克石油公司炸毁从其

境内经叙利亚和黎巴嫩到地中海的三

个泵站，切断石油运输管道；沙特临

时关闭横贯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道，

对英法实行石油禁运。

美国坐山观虎斗，想趁着苏伊士

运河危机将英法势力赶出中东，取而

代之。面对英法的主动出击，美国迅

速占领道德制高点，英法被迫撤离埃

及，标志着欧洲老牌列强对中东长期

实行殖民统治时代的结束，美国独家

统治中东时代的开始。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

及再次封锁苏伊士运河。但是，早在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就尝尽苦

头的西欧国家，此时已在本土石油仓

储、非洲石油资源及美国、委内瑞拉

石油资源上留足后手，运河封锁效果

大为降低。

关键时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

和伊拉克三大阿拉伯产油国对美、英

实行石油禁运，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英国军队也决定在1971年以前全部撤

出波斯湾。

这两次封锁中，阿拉伯国家逐步

意识到石油武器的重要性。1960年，

欧佩克诞生，对石油市场的影响日益

增强。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维系埃及国运

的战略通道。在产业链、物流链高度

全球化的今天，苏伊士运河已从欧美

争霸的战略要冲演化为连接欧亚的商

业大动脉。商业规则与游戏法则愈发

重要，理解苏伊士运河历史变迁，从

商业角度去思考事件，明世界，知未

来。

全世界都在等着这台挖掘机……
当地时间3月23日上午7点40分（北京时间23日

下午1点40分），中国台湾地区长荣海运集团运营的

集装箱货轮长赐号从中国盐田港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在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发生事故，横向卡在运河中。

长荣海运集团称，该船“疑似被突然的强风击中

，导致船体偏离”。

据媒体报道，卫星追踪数据和现场照片显示，一

艘小型拖船和一台陆地挖掘机花了一整天时间试图把

船头卡住的地方挖开，但目前仍无任何进展。幸运的

是，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或污染报告。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24日发表正式声明称，

正在救援23日早上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大型集装箱

货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 拉比（Osama

Rabie）透露，事故发生在新苏伊士运河，通过运河

原渠道的运输正常进行，并强调埃及政府正在竭尽全

力确保船舶通航，以保证苏伊士运河正常通行。

“海上生命线”被堵，全球海运要如何应对？

石油，还有路可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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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目前來說，全世界都在與新冠
病毒和氣候變化問題作鬥爭，但人類還
面臨著的另壹個重大挑戰：衰老。

隨著我們人類壽命的不斷延長，晚
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健康狀況不佳的
狀態。 這意味著人們的身心更加痛苦，
同時醫療費用也不斷增加。 但是壹些科
學家認為，我們也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使晚年生活健康幸福快樂。

第壹部分---世界正面臨著兩個巨大
的問題：壹是環境，二是老化。

雖然衰老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但我
們衰老的速度卻增加了，這意味著晚年
身體更容易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罹患
與年齡有關的各種疾病，不僅痛苦，還
需要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

數百年來，由於恐懼和不安，我們
壹直在尋找神話中的“靈丹妙藥”，想
要延年益壽。與年齡衰老有關的身體機
能衰退，成為西方社會的頭號威脅。

而現在，科學家們提出了關於逆轉
老化的研究，找到人體衰老的原因，並
且進行改善。這不是抗衰老，而是逆轉
衰老。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幫助人們重返
青春。

人通常不會在20歲和30歲的時候得
心臟病，因為那時候的體內細胞很年輕
，它們可以輕而易舉的自愈恢復活力。
衰老是產生常見疾病的根本原因，雖然
我們給疾病各種各樣的名字，但實際上
疾病就是衰老的表現。

第二部分----NAD基因療法
哈佛醫學院教授David Sinclair和他的

科研團隊認為：晚年疾病帶來的痛苦，
我們不應該就這樣被動接受。我們要做
的是使身體和細胞盡可能延長健康壽命

時間。
那麼人類可以做到嗎？如果做到了

，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教授說，我
們可以做到，而且實現的時間並不遙遠
。近幾年來，抗衰老研究已經取得了重
大進展。主要表現為我們建立老化的標
準：端粒縮短，幹細胞損失，DNA損傷
，衰老細胞，僵屍細胞的累積等等。

David Sinclair帶領科研團隊研究了表
觀基因組。表觀基因組是基因組的控制
系統。衰老的重要原因之壹是表觀基因
組失調。人在年輕的時候，大腦中的神
經細胞非常活躍。但隨著時間的流逝，
大腦的神經細胞開始慢慢衰竭，它們的
表觀基因組變得失調。教授正在研究的
NAD分子, 可以針對這些衰老特征進行防
禦，NAD可以修復端粒，有助於保存幹
細胞，減慢表觀基因組的變化。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小組正在研究：
將細胞從人體內取出，運用科技手段使
細胞年輕化，然後再放人體。同時，科
學家們也在進行基因改造，也就是NAD
重編基因。這項實驗時小鼠的健康壽命
延長了40％。專註於此領域的科學家們
已經證實，通過合適的時間和方式，人
可以逆轉衰老。

第三部分----氧氣療法 。
以色列科學家SHAI EFRATI PHYSICIAN

（SHAMIR MEDICAL CLINIC）通過研究證
實，氧氣療法可以逆轉衰老。

首先我們介紹壹下端粒：端粒存在
於染色體末梢，類似於壹個保護帽，裡
面含有遺傳基因。隨著人體年齡的增長
，端粒開始不斷縮短，直到短到無法保
護染色體，細胞便會開始死亡。

研究人員將病人送往高壓倉，通過
內部空氣壓力的增加，使空氣進入肺部
和免疫系統。數據顯示，這壹行為有效
增加了體內端粒長度。

氧 氣療法也有益於幹細胞。作為
人體內最強大的修復細胞，可以刺激幹
細胞產生的重要方式就是缺氧。當氧氣
不足的時候，身體就會得到信號。我們
可以做壹個小實驗，抱住壹個人，然後

壹起屏住呼吸，降低心率，這是我們就
會缺氧，然後會有新的幹細胞產生。

特拉維夫大學的壹項研究結果，發
現了使用了氧氣療法後，四個關鍵細胞
的端粒長度增加了20％以上。但這種療
法是不健康的，並且不能長期使用。

第四部分--- 輕斷食。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有些疾病並

不需要藥物治療，我們只需要少吃壹頓
飯，或者多跑步，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來增強免疫力。 David Sinclair 教授正在
研發藥物幫助人們提升體內NAD水平，
但他仍然有壹個延長壽命“免費的建議
”：齋戒。輕斷食，吃什麼和什麼時候
吃並不重要，吃的時候，不要完全吃飽
。 因為NAD分子有壹個自噬的過程，來
清除舊的受損的蛋白細胞，而這個過程
只有人在飢餓的狀態下才能有效進行。
輕斷食，對於延緩衰老有很大的好處。

第五部分----幸福的晚年。
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在地球上，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5
歲以下的嬰兒數量。這是過去幾百年來
的人類歷史中第壹次出現這種現象。

由於老年比例不斷上升，國家也擔
負著照顧老人的責任，每個家庭也要花
費許多費用在老年身上。日本，新加坡
，韓國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大筆投資，在
自動化和AI等領域去彌補因為老齡化而
導致的勞動生產力下降。

世界上將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我
們應該怎麼做？要麼讓他們越來越老，
躺在病床上；或者讓他們成為健康充滿
活力的人。科學正在蓬勃發展，逆轉衰
老的手段能讓人們獲得健康快樂充實的
老年生活。我們盼望有更多老人：八十
多歲，環遊世界，照顧家庭，幸福快樂.

科學有效的補充NAD，首選黑科技
產品 MIRIKEL NMN9000。提升 DNA 修復
損傷的能力，因此適當補充其前體NMN
，也許可以扭轉損害。NMN 含量高
（9000 超高濃度），有效提升人體
NAD+水準，提供NAD+支援，增強細胞
活力，保持大腦功能健康，不僅可以保

護視力，美容抗衰，
還能增強記憶力和免
疫力，提高人體新陳
代謝，改善脫髮現象
。 同時，添加了藍莓
提取物。藍莓富含大
量的花青素，多種維
生素以及對人體有利
的礦物質等；可以改
善視力、抗氧化、抗
衰老以及美容養顏；
還能起到提高記憶力、預防心臟疾病的
功效。通過輔料配方，能夠保持人體吸
收的速率，進而減少刺激，同時增強吸
收效率；有效修復受損細胞，美肌逆齡
，調節睡眠，改善代謝，提升體能，延
緩衰老。

NAD+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和足夠的補
充，就會出現壹些生理問題，從而導致
體內各種衰老的癥狀，如記憶力衰退、
心血管功能弱化、免疫力失調、睡眠品
質差、精力下降、血糖增加、便秘、脫
髮、食欲不振和各種神經元退化等等。
但是NAD+的分子量太大，直接補充的話
是無法真正進入細胞中發揮作用的，所
以這時候就需要我們的NMN閃亮登場了
。

NMN即β-煙醯胺單核苷酸。作為
NAD+的前體物質，能在口服數分鐘至數
十分鐘後即經小腸到達血液轉化成NAD+
，並隨之被輸送至肝臟、肌肉、心臟等
器官，且沒有觀察到副作用。因此在若
幹候選前體物質（煙酸、色氨酸、煙醯
胺、煙醯胺單核苷酸和煙醯胺核糖）中
成為了補充NAD+的首選物質。

MIRIKEL NMN 含量高（9000 超高濃
度），每粒NMN膠囊含有NMN(β－煙
醯胺單核苷酸) 150毫克。

• 革命性技術突破：運用全球領
先的酶催化技術：相比於傳統化學合成
方法，生物酶技術避免了使用高溫高壓
等嚴酷的反應條件，極大地減少副產物
的出現，提高合成的效率，同時還減輕
了工業生產對環境的壓力。

• 安全可靠：產品採用已長期被
人類服用的植物成分。

• 天然無害：不含人工化學品及
激素物質，對人體內分泌和平衡不會產
生不良影響。

• 專有複合配方：通過大量臨床
反饋製成配方，協同作用遠優於單壹配
方。

堅持使用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工
藝，以達到最好的效果。億嘉國際在美
國洛杉磯擁有80,000呎符合GMP國際標
準的生產廠房，採用德國博世和韓國Bo-

Chang設備，具備GMP、HACCP、HALAL
和UL等資質認證，始終以高標準和嚴要
求的態度，為消費者配製美麗與健康的
產品。

NMN知識小課堂
問：市面上NMN產品參差不齊，如

何區分？答：NMN產品要看含量，消費
者要學會如何看懂 「Supplement Facts」
包裝上的營養成分表。很多NMN產品，
整壹瓶的NMN含量非常的低，只有3000
到4000不等。有些產品聲稱有10000mg
，但價格奇高。Mirikel NMN整瓶含量為
9000mg，極高性價比，原價US$150/瓶
，現在買三送壹，均價只需US$112.5/瓶
，絕對性價比之王。

問：此前沒聽過NMN，這是新物質
嗎？答：NMM存在於大自然中，例如豌
豆和西蘭花中就有NMN，並非合成的新
物質，但人體內部無法自己生成NMN，
而必須從外部攝取。NMN是壹種酶，在
體內有效轉化為 NAD+，提高細胞的
NAD+水平。哈佛研究院和多個國際研究
都表明，NAD+有助於抵抗衰老、延長壽
命和提高免疫力。

問：如果某些植物中含有NMN，那
是否多吃這些植物即可？答：植物中的
NMN含量極低，西蘭花為例，可能妳要
吃數十斤西蘭花的NMN，才能滿足壹天
所需的NMN量，顯然，吃這麼多蔬菜是
不可能的。

問：NMN如何服用？答：壹般建議
是每天2-4顆，但嚴格來說，要根據每
個人的實際情況，年齡越高，應該服用
更多。NAD+在70歲達到最低水平，顯然
70歲跟30歲不應該服用同樣的劑量。建
議年齡每增加十歲，就增加壹顆，例如
妳50歲，要達最佳效果，每天可服用五
顆。

在北美，很多朋友們已經吃MIRIKEL
NMN9000有壹段時間了，大家也都有不
同程度的體驗和感受，壹致的反應都是
產品效果好，見效快。

科學有效的補充NAD，首選黑科技
產品MIRIKEL NMN9000。

休斯頓咨詢電話：832-303-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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