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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城市房價上漲
1、一致性

1、一致性

10. 邁阿密(Miami, Florida)

物價飛漲和通貨膨脹的速度，讓一些南
加民眾擔憂，對房市造成負面的影響，或許會
讓利率提高。但業內人士認為，不動產仍是對
抗通貨膨脹的最佳工具之一，即使利率上漲
也不會給房市帶來如上一波次貸危機般的打
擊。

物價指數 5月漲5%超預期
聯邦勞工部近來公佈5月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較去年5月上漲5%，漲幅為2008年
經濟衰退以來最大，超過經濟學者預期的
4.7%。

在南加州這一情形也非常明顯，洛杉磯
和橙縣5月份的通貨膨脹率為3.9%，內陸帝
國為5.9%。一些南加地方的資料顯示，日常雜
貨物價上漲2.3%；汽油價格更是誇張，南加內
陸地區上漲49%，沿海地區上漲46%；家庭能
源方面，內陸地區增長13.5%，沿海增長10.6%
。

通貨膨脹通常會給關注地產市場的人士

帶來一個擔憂，那就是聯准會可能會提高利
率，通常如果通膨變得太成問題，當局可能會
採取行動。而最近這一波房市熱潮，大多認為
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聯准會為推動經濟復
蘇而創造的歷史性低利率。

更有人認為，這是泡沫破裂的前兆，回想
另一個通膨超過5%的時期，即1990年代初期
，也正是房地產泡沫破滅之時。通常對當地經
濟或房屋價值而言，通貨膨脹的結局並不好。

通膨飆升 恐是曇花一現
不過目前業界的普遍觀點是，今年春季

的通膨飆升，雖然是自大衰退之前的最高水
準，但可能是曇花一現，因為這只是反映出，
經濟從疫情時期最糟糕的日子中穩健復蘇而
已。

南加華裔資深地產經紀袁先生就表示，
通貨膨脹雖然滿嚴重，但只要貸款利息還維
持在低點就問題不大，而經濟學專家大多預
估2022年才可能會加息，因此並不令人擔憂
。這也是為何最近通貨膨脹的問題雖然談了

蠻久，可是股市仍然
不斷創新高，房價也
依然不斷創新高，更
何況房地產和黃金，
歷來是對抗通膨的
最佳工具。

地產銷售比去年升50%
最近剛出爐的南加各縣5月份的地產資

料顯示，比去年同期銷售成長50%到150%不
等，價格也是上漲18%至31%不等。不過相比
4月的話，銷量下降2.5%至10%不等，而價格
大多持平變化不大。這一上漲速度的放緩讓
許多人擔憂了起來，雖然和前一個月比起來
有所放緩，他解釋是因為接近暑假，房源多了
一些，但若以年度相比還是大漲。

華裔地產經紀章先生也觀察到，最近的
通貨膨脹對買家毫無影響，大家照買，他表示
，不覺得會慢下來。不僅如此，由於通貨膨脹
引起民眾擔憂手裡的現金會貶值，還不如換

成房地產，而至於可能引起利率上升，那更是
未來的事，反而刺激買家當下想要爭取低利
率趕快買。

不過即使利率上漲，他認為也不會漲太
多，可能也就是2%漲到3%多，又不可能到
10%，因此不會對房市帶來太大影響。而一些
人擔憂像當年次貸危機時的房市暴跌，他也
表示不必多心，畢竟現在沒有像當時那樣多
低首付甚至零首付的貸款，反而是現在就算
20%的首付都很難搶到房子，即使房價掉下
來也會有淨值，更不至於像當年那麼多人的
房子被銀行收走的慘狀。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物價漲不利房市物價漲不利房市？？房地產房地產————
對抗通膨最佳工具對抗通膨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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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只要有房子，就必須得按規定交房產稅。那
麼，這個房產稅金額，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房產稅計算公式
美國的地方政府會根據未來的預算，來倒推房產稅的

徵收比例。所以在美國每年到底要交多少房產稅，不是固
定不變的，也不是根據房子的價值來確定一個固定金額，
而是由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來進行不斷的調整。

當然，這種調整也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要根據上級
政府的法規，在一個限定範圍內進行調整。而美國各個州
有著非常大的自主權，所以就導致不同的州，地方政府收
的房產稅差距比較大。

整體來說，美國房產稅的稅率在0.2%到3%之間，看
起來只是兩三個百分點的浮動，但是乘上金額較大的房價
，那差距也是不小了。

一個簡單的公式：房產稅金額=（房產估值×法定比率
）×稅率-優惠

例如一個房子估值100萬，稅率2%，那一年要交的房
產稅就要2萬嗎？顯然不會那麼多，首先會在房價估值的
基礎上，乘以一個法定比例，最後得出來的值就是稅基。
用稅基乘以稅率，就是應繳納稅額。

所以房產稅計算公式又是：房產稅金額=稅基×稅率
例如一套估值100萬的房子，法定比例60%，稅基就

是60萬，乘以2%的稅率，應繳納房產稅就是1.2萬每年。
這種計算房產稅的方式，又叫從價計稅，也就是根據

房屋的價格來進行徵稅。但是一般不會用房屋價格直接乘
以稅率，而是在房價的基礎上進行調整，調整過後的價值
，就是稅基。

學術上的公式是：稅基=房產原值×（1-10%或30%）
。

確定完稅基和稅率後，就能計算出應繳納的房產稅金
額了，然後美國還會有些關於房產稅的稅收減免政策，最
終實際交的房產稅，會比1.2萬更少一些。例如，如果減免
2000的話，最終要交的就是1萬每年。

所以房產稅的最終計算公式是：房產稅淨金額=稅基×
稅率-稅收優惠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網上一些文章，直接用房價來乘以
稅率計算房產稅，這個數字可能是調整過的，可能是房價
直接用了處理過後的稅基數據。

其實徵收房產稅，最難的不是制定稅率，而是給房產
進行估值。因為房產估值就要涉及到個人財產披露，還涉
及到評估標準。是按照買入價評估？還是按照當前市場交

易價評估？
評估標準不一樣，最終算出來的房產稅金額就會差很

多，以中國的房價來說，可能一年得差上萬甚至幾萬塊，
如果擁有多套房產的話，那就差的更多了。所以，如何合
理的進行評估，就是房產稅徵收要解決的難點。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七條建議送給首次購房的買家七條建議送給首次購房的買家

購買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不僅令人興奮，也帶來不少
壓力。除了在合適的社區找到合適的房屋之外，你還要處
理遇到一些財務問題，這些問題和你租房時遇到的不一樣
。這裡有7條建議可以幫助你準備成為一名房主。

買房不要主要是作為投資
即使你住在一個價格通常會上漲的社區，你也不能確

定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如果經濟回報是最主要的考慮因
素，其他類型的投資，如股票或債券，可能更適合你。擁
有住房既是一項個人投資，也是一項金融投資。在你做出
承諾之前，評估一下你的工作的穩定性，以及你是否想留

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一般來說，除非你計畫擁有一套房產
至少五年，否則從財務角度來看，買房可能不會對你有利
。

知道經濟負擔的邊界
不少銀行都有抵押貸款計算器，根據你的月收入和其

他財務義務，瞭解你能借多少錢。對於你可以承擔多少債
務，並沒有硬性規定——儘管如果你的抵押貸款由聯邦住
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擔保，你的住
房成本通常不應超過你每月總收入的31%。不管你用什麼
計算方法，關鍵是不要讓自己負擔過重。

檢查你的信用評分
擁有更好的信用評分意味著更低的抵押貸款利率。如

果你擔心自己的分數，你可以在開始找房子之前採取措施
提高分數。按時支付帳單和保持低信用卡餘額會有所幫助
。

瞭解所涉及的其他成本
買房可能不僅僅需要每月支付抵押貸款。你還必須支

付財產稅，可能還得購買某種業主保險。在買房子之前，
你會想要進行一次房屋檢查，這可以說明你預算重大維修
，如新的屋頂或基礎，更不用說日常維護費用和任何升級
。如果你想租一套共管公寓或社區內的住宅，提供游泳池
等共用設施，你可能還得每月支付協會費用。當你失業或
遭遇經濟挫折時，這些開支可能會成為一個真正令人頭痛
的問題。

計畫預付至少20%
現在大多數貸方不會要求你至少付20%的首付，但無

論如何這樣做都是一個好主意。否則，你的貸款人可能會
要求你投保私人抵押貸款保險(PMI)。這意味著除了抵押貸
款之外，你每月還要支付PMI溢價，直到你的貸款價值比
達到80%。一般來說，你的首付越高，就越容易有資格申
請抵押貸款和協商最低利率。此外，你同意首付的金額越
多，你購買的東西就越有可能與其他出價競爭，因為融資
可能是賣家評估多個出價時的一個關鍵考慮因素。

瞭解貸款需要哪些文件
一些更常見的檔包括一份完全簽署的出售協議，銀行

和經紀公司的財務報表，工資存根，以前的W2s，美國國
稅局表格4506(該表格授權抵押貸款機構直接從美國國稅局
獲得借款人的納稅申報表)，還有房主的保險政策。

提前獲得貸款批准
獲得預先批准可以讓你在找房子之前知道你可以買多

少房子。此外，它可以讓房地產經紀人和賣家知道你是一
個認真的買家，因為你的融資已經安排好了——這在出價
時是一個優勢。

底線
這個過程可能看起來很艱難，但對許多人來說，買房

的壓力被擁有住房的樂趣所壓倒。只要記住一點提前計畫
——和儲蓄——可以使購買過程更容易。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產稅金額房產稅金額，，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呢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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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會在貸款買房時希望每一分錢都花的明明
白白，能省的錢儘量省下來，而貸款時很多名目繁雜的費
用也是讓很多人頭痛的地方，究竟如何做才能讓所有錢花
的明明白白呢？

根據法律規定，做 Refinance 申請的時候，貸款公司
或經紀都必須要提前告知會收取的費用以及利率，包括放
款人收取的費用、政府要求的費用、支付給協力廠商的費
用 (如評估人)，以及預付的費用 (如物業稅和房主保險)。
當貸款公司收到借貸人的報價申請之後，大多會在三個工
作日內給到一份所謂的貸款估算書。

貸款估算概述了貸款的各個條款，包括利率，每月還
款估算，以及其餘各類結算費用。結算費用主要由以下這
些部分組成：

一、貸款人費用

貸款估算的Section A，此部分列出了放款人
費用。在這一部分裡面，我們需要確認貸款方給
出的利率是最低的，並且貸款方費用的總金額是
最低的，以上兩部分就可以確定在此部分中沒有
多花錢。

二、協力廠商供應商費用
協力廠商費用包括了房屋評估費用、信用報

告費、房屋檢查費用、代管服務和產權保險公司
等等。有些服務是可以協商的，而其他則不是。
一般來說，估算表中出現在 Section B 當中的那些
是沒法殺價的，而 Section C 中列出的協力廠商可
以由借款人選擇，往往這些費用是可以與對方協商的。

信貸報告、洪水認證 (flood certifications) 和評估屬於
Section B。這部分由放貸人選擇，然後費用由借款人出。

產權和託管服務通常屬於 Section C，如果州法律允許
，借款人可以自主選擇產權和託管服務。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屋節稅高招房屋節稅高招：：美國買房先自住美國買房先自住，，
賣房享低稅賣房享低稅

出售兩年以上自用住宅可享高免稅額的國稅局121條款
（Sec. 121），對房子先出租再自住，或先自住再出租的資
本利得（Capital Gains）免稅額的計算是有大差別。若先
出租再自住，會影響未來售屋時可享的資本利得免稅額，
但若先自住再出租，對屋主出售房屋時較有利。

2008年起，售屋之前的五年裡若有出租時段，免稅額
須按出租幾個月遞減，但若先自住再出租，便不用減低免
稅額。

舉例來說，先出租後自住：2014年以30萬元購屋，
2019年以60萬元售出。2014-2016年間出租，2017-2018年
為自住。售屋的資本利得是60萬-30萬=30萬元，五年之間
僅有兩年為自住使用，免稅額為30萬元x2/5=12萬元，需繳
交的資本利得為為18萬元。

先自住後出租：2014年以30萬元購屋，2019年以60
萬元售出，售屋的資本利得為 60 萬-30 萬 =30 萬元。

2014-2016年間自住，2017-2018年為出租。根據Sec.
121條款，當主要住宅變成出租物業時，納稅人不需
計算做為自住之後的出租時時段，因此，上述五年
在計算免稅額時皆屬免稅資格使用，此時的免稅額

（單身）是25萬元，需交稅的資本利得為
30萬-25萬=5萬元。

如何證明房屋是您的主要自住房？
鑒於擁有兩戶或以上房子的屋主相當多

，國稅局對主要居所的要求非常嚴格。以
2003年Guinan v. US, 2003-1 USTC 50475聯
邦法院對國稅局 121 條款做出裁決為例，
James & Jean Guinan夫婦出售他們在威斯
康辛州一棟房子，他們符合了五年裡有兩年
自住的時間上的要求，他們也符合了一些作
為主要居所的測試，例如在威州有汽車註冊
，並有銀行帳戶，但法庭注意到這對夫婦在
威州並未辦理選民登記，和當地沒什麼聯繫
，工作也不在當地，且他們從未申報過威州
稅表。法庭最後裁定，由於沒有足夠的證據

來證明該棟房子是其主要居所，因此，出售威州這棟房子
須繳納全部資本利得稅。

用自住屋賺錢兩年換屋節稅高招？
替人買賣房子的佣金收入並不穩定，充分利用國稅局

稅法：出售兩年以上自用住宅可享高免稅額才是賺錢捷徑
，但屋主宜事先審慎規劃，投資眼光要准，時機也非常重
要。

國稅局1997年開始實施的121稅法條款（Sec. 121）規
定：過去五年中，屋主住在自己的主要住宅（Principal
Residence）中總計（Aggregate）兩年，售屋時，單身屋
主可享25萬元免稅額，夫妻屋主可享50萬元免稅額。充分
利用這項稅法優惠，分批購買銀髮社區橙縣拉古納伍茲
（Laguna Woods）的房子，以兩年的時間加建改建裝潢
佈置後再脫手，享受25萬元免稅額。

121條款所謂的總計住過兩年，不需連續住上兩年。此

稅法適用於每24個月，也就是說，屋主每隔24個月即可出
售一次自用住宅，所獲資本利得（Capital Gain），單身不
超過25萬元，夫妻不超過50萬元，就可免稅。但121條款
僅限美國境內自用住宅，不適用國外房產，即使美國公民
或綠卡持有人因公在海外工作，海外自用住宅同樣不可享
有25萬或50萬美元的資本利得豁免。

其實，手上擁有資金的精明投資人，從2008年金融風
暴後就專門尋找房價較低或價格飆漲較快地區的房子，例
如鄰近華埠的回聲公園（Echo Park）與林肯岡（Lincoln
Heights ），洛杉磯西郊小城Culver City，以好學區著稱的
洛縣東郊城市鑽石吧（Diamond Bar），聖伯納汀諾縣的
奇諾岡（Chino Hills），河濱縣的Corona，聖地牙哥縣的
San Marcos等中低價位的房子，自己搬進去住，邊住邊加
建裝修，兩年後房價上漲20%至80%不等，這些屋主就將
房子售出，獲俐落袋，再尋找下一個投資目標。

把賣掉北加州房子的100多萬元拿到南加州買房，先
買兩戶，成功賣掉第一戶賺了25萬元後，再把第二戶當成
自住屋，著手加建裝修的同時又買了第三戶，房子對她而
言是轉手賺錢工具，不是家，自然不涉感情。不斷加建改
建房子，戴女士組了一個施工團隊，隨著她轉戰各地施工
；為了存放展示屋的傢俱，她還租了倉儲，作業流程井然
有序。

121條款對離婚夫婦也比以前公平。離婚搬出的一方，
曾在該住宅住過兩年，與仍留在房子的一方，皆可各自享
受最高額度為25萬元的免稅優惠。至於配偶過世，未亡人
在當年將房子出售，仍可享受適用于夫妻的50萬元最高免
稅額，若房子次年才出售，未亡人只能享受25萬元的單身
最高免稅額。

非婚姻關係的朋友共同購屋，房子出售時每人各自可
享受25萬元的單身最高免稅額。此條款吸引不少單身人士
聯合購屋，享受房屋增值免稅優惠。至於擁有第二棟住宅
或度假屋兩年以上的屋主，只要能證明總計住了兩年，屋
主可獲121條款的免稅優惠。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注意注意：：你要關注這些房屋貸款結算費用你要關注這些房屋貸款結算費用

身份被冒用后背负巨债
因“超过期限”诉讼被驳回

2016年的一天，王女士突然收到了一张法院传

票。是送错地址，还是诈骗？王女士惊疑不定。当

她打开信封，更觉得莫名其妙：当地一家企业因债

务纠纷被他人诉至法院，而作为“企业投资人”，

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共同被告一栏。

自己什么时候当了这家企业的“老总”？还官司缠

身！后来，王女士经多方了解，才得知事情原委——

2009年，王女士刚走出校门不久，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前继母钱某某冒用身份到无锡市某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局”）申请设

立企业。为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钱某某将王女

士以应届大专毕业生身份登记为该企业投资人，但

实际控制人仍为钱某某。由于钱某某早已与王女士

的父亲离异，并且下落不明，因此当该企业对外负

债时，王女士这个名义上的“投资人”就被推出来

作为被告了。

天降巨债，王女士感到既委屈又震惊，于是起

诉到法院。2017年，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明确

当年申请材料中的签名系伪造，又结合其他证据，

于2017年7月21日出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了王

女士系被冒名注册为该企业投资人的事实。

同年，王女士向某市场监管局举报了自己被冒

名注册企业一事，要求该局依法撤销错误的注册登

记。2018年5月17日，某市场监管局向王女士出具

了行政处理告知书，但同时表示，因钱某某下落不

明，暂时无法核实，只能延期处理。之后，市场监

管局也没有给出其他答复，王女士的希望化为泡影

。

2019年4月，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

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行政

案件调整为集中管辖，王女士遂跨区向无锡市滨湖

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冒名注册的投资

人登记。2019年5月5日，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

士提起诉讼时距离该行政登记行为的作出已超过5

年的诉讼时效，最终以案件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

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行政申诉没结果，向法院起诉又超过了起诉期

限，王女士投诉无门，心情很郁闷。

检察机关受理监督申请
发现“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2020年6月，滨湖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利用

大数据平台搜索比对数据时，发现了3起冒用他人

身份注册公司引起的行政争议均因超期被法院驳回

，其中就包括王女士的案件。同年5月底，该院刚

刚出台了《“检察官进网格、促进社会治理”工作

方案》，6月初，该院网格检察官就来到王女士所

在社区，向她了解问题是否解决。王女士说，自己

的身份被冒用注册企业，为此事陷入困境十多年。

检察官告知王女士，对行政裁定不服，可向检察院

申诉。

2020年7月2日，王女士正式向滨湖区检察院申

请检察监督。“这个挂名‘老总’当一天，我就要提

心吊胆一天。”王女士对接待她的检察人员说道。

滨湖区检察院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先后向

滨湖区法院调取审判卷宗，向市场监管局调取该企

业注册登记材料，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笔录，又向

无锡市某区法院调取相关民事卷宗。通过对上述材

料进行比对分析，检察官发现，该案涉及市场监管

局的两个行政行为：一个是对企业的核准登记行为

；另一个是接到举报后的核实复查处理行为。而王

女士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未明确表达被诉行政

行为是具体指向市场监管局的哪一个行政行为。上

述两个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起算不同，后一个行政

行为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只因王女士欠缺法律知识，未能正确表达自

己的诉讼请求，而法院未经指导和释明，便以超过

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未要求王女士明确具

体的被诉行政行为，导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检

察官一针见血指出问题。

事实明晰后，2020年7月20日，滨湖区检察院

依法向无锡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同月29日，无锡

市检察院采纳了该院提请抗诉意见，并向无锡市中

级法院提出抗诉。无锡市中级法院指令滨湖区法院

再审该案。

“钱某某冒用王女士的身份信息注册企业，侵

犯了公民身份信息安全，干扰了正常的企业注册登

记秩序，违背了市场交易的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而相关行政部门长达三年未予以处

理，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承办检察官说。

鉴于该案中假冒他人身份注册企业，且有意骗

取国家创业优惠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

利益，滨湖区检察院依法向某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该局及时撤销冒名登记。但对方却告

知因职能调整，有关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事项已转移

至某区行政审批局，相关线索材料也已移送该行政

审批局。

2020年10月30日，王女士终于等到了行政审

批局的书面答复。但这个结果不但没有让王女士心

中的“大石头”落地，反而更让她失望——该答复

称，因撤销公司登记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决定不予撤销。

公开听证打破僵局
冒名登记终被撤销

原本顺利进行的事情又陷入了僵局。王女士的

揪心事难道就无解了？

滨湖区检察院决定组织公开听证，把争议各方

召集到一起，共商解决之道。2020年11月11日，

滨湖区检察院组织公开听证会，除了争议各方外，

还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学教授、律师各

一名担任听证员。

听证会上，王女士与某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

局仍然各执一词：“我只想知道被冒名了12年，为

什么不能撤销？！”“此事我们已进行过答复……”

“今天既然各位都已经坐在这里，我们就应该

好好摆事实，讲道理。”担任听证会主持人的检察

官公允执中的话平息了双方情绪。随后，办案人员

、听证员围绕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从法律、社

会等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通过听证，市场

监管局、行政审批局进一步厘清了职责，明确了分

工。双方表示，将合力解决此事，下一步会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履行调查、撤销等职能。

听证会后不久，某区行政审批局决定启动撤销

行政许可程序。经公告程序，今年6月28日，该局

依法作出了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因再审过程中，行

政机关的依法履职已使原有行政争议获得实质性化

解，作为原审原告，进入再审程序后，王女士一审

要求撤销某区市场监管局登记的请求即是再审请求

，她随即向法院申请撤回了该再审请求。随后，法

院依法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至此，一起长达12年

之久的行政争议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我们一直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行政检

察工作的着力点，主动探索化解‘过期之诉’路径

，让群众走出程序空转的‘迷宫’，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要求，将矛

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解决老百姓

的烦心事，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检察机关应有

的担当。能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一些急难愁盼事

，我们心里觉得很欣慰。”滨湖区检察院党组书记

、代检察长舒广权说。

精准监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精准监督作为新时期指导民行检察工作的新理念

，对监督标准、监督方式、监督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带来了监督标准、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的变革与

重塑，即完善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等多元

化的监督格局，对相关程序进行优化设计。

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当下，检察机关应主动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单元，对困扰群众的焦点问题，

群众关心的社会治安、民事纠纷、行政争议等方面

的法律困惑和诉求开展维权指导，帮助基层群众真

正解决实际问题。

本案发生至今跨度长达十余年。其间，当事人

王女士多次为其身份被冒名注册公司一事奔波多地

多部门寻求解决，但因法律政策的适用观点等原因

，其诉求一直未能实现，严重影响了其日常生活。

调查核实是确保检察机关作出准确事实判断的重要

手段，也是实现精准监督、防止检察监督权被恶意

利用的重要措施。我们通过社区网格员了解到情况

后受理该案，以精准化监督为导向，对涉案细节进

行精细化审查。

对于此案而言，争议焦点在于行政机关履职的

正当性。职权法定是行政法上的原则，正所谓“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有授权必须为”。为厘清事实，

查明真相，根据最高检公开听证规则，我们及时邀

请法学专家教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等担任听证员参加听证。听证会上，各方聚焦争

议、直面问题。我们充分听取行政机关和各方代表

的意见，以积极姿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同时督促

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最终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也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与温度。

挂名“老总”当了12年
她的诉讼却因“超过期限”被驳回……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的王

女士12年前被冒名注册公司，

莫名其妙当了“老总”，又无

端身陷债务纠纷，为申请撤销

违法注册登记奔波多年，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申请检察

监督后，无锡市检察机关通过

抗诉、发检察建议、举行听证

会等一系列举措，最终监督撤

销了违法注册登记。

近日，王女士来到滨湖区

检察院，赠送了一面“一身正

气执法如山”的锦旗。她拉着

承办检察官的手说：“前两天

看到报纸公告，违法注册登记

已撤销，困扰我多年的烦心事

终于解决了！感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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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內購房我們都很熟悉，當我們買房之後，就會
拿到房產局下發的房產證。此證件也是確定了持有者對房
屋的所有權信息，也因此導致了很多美女嫁人也都要在房
證上落下自己名字。房產證的好處除了娶老婆，還可以抵
押貸款，為債權人做一個物業擁有權的證明。

我們如果在美國買了車，那麼買主會得到的則是官方
簽發的一個叫做Title的證明，相當于所有權證。這個證件
會一直隨著我們對車的轉讓、贈送、變賣，基本上要一生
相伴了。但是在美國買了房又不同，你的所有交割文件中
是找不到Title文件的。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一個文件可
以證明自己的對這個物業的所有權。這是不是會讓人很抓
狂？當然，這個制度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長期私有制度有
關。

在美國，土地交易的歷史悠久，遠早于現代規範交易
制度的建立。要證明一塊土地的所有權，只需要提供證據
，而不是證明。理論上來講，這必須要追溯到該土地交易
的所有歷史記錄，否則的話，在法律上就算是漏洞了。

例如，現在有一塊土地，業主是A，他想要將該土地
賣個買家B。而B如果想要土地的Title（所有權證書），理

論上來講A要為其提供文件，證明：
1、A是從C（上一任業主）手裏合法取得了該土地的
2、A在持有過程中，沒有欠稅、沒有抵押他人、沒有

轉讓或贈與他人、沒有法律上的糾紛。
這就需要A出具C當初交易給他時候提供的所有的關

于土地合法擁有、持有的文件。但是這基本上就是開玩笑
了，畢竟一塊地誰知道曾經交易過幾百次，哪有那麼多文
件可存儲呢？正常來說真的要交易的時候，律師需要找到
Title的服務公司，做一個Title search，查看該物業的交易
記錄。

當然，這也只能最多回顧個50年，還沒辦法保證所有
的記錄都是完整和真實的。也就是說，物業的業主是很難
證明自己所擁有的這個物業是百分百合法擁有、合法交易
的。鬼曉得，某一天有個人會提出訴訟，拿出了一些歷史
文件，證明自己的的祖輩在幾十年前曾經因為財產分割造
成了此房屋有多個業主並存的情況。而當前的業主又是通
過比較正規的途徑購買了房產，這個時候就非常的無辜。
那麼，如何才能避免這類情況發生，保證交易雙方的權益
和信心呢？

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然Title沒辦法證明業
主的合法所有權，那麼就換個新東西，律師們發明了一個
叫Deed的文件，它本身是一種單邊的保證契約。在物業交
易的時候，賣房必須要簽署一份文件，保證自己講物業的
所有權轉讓給買家。

Deed的類別大致分為4種，常用于房地產交易的是
General Deed和Specific Deed兩種。

1、General Deed 是相對來看最好的一種。既可以保
證所有者在持有該物業期間是合法的，而且所有的債權、
債務也都是清晰的，還會承諾，如果將來物業有產權糾紛

，無論物業歷史上有任何問題
，賣家都會承擔費用和損失。

2、Specific deed 只是承
諾承擔有限的責任, 如果該糾
紛涉及到該物業的歷史時段不
是在賣家持有該物業期間，賣
家就不需要承擔責任。而我們
當今大多數的二手房交易中，
Deed 都 是 使 用 的 Specific

Deed。
實際上呢，Deed上承諾的擔責任的部分是沒有保證

的。房產交易之後，買家想要找到賣家，並且成功訴訟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個時候該如何去解決呢？Title In-
surance就該出場了，它是一次性支付，在買家持有期間
會一直有效。有了Title Insurance，房地產交易就輕鬆多
了，買家不需要擔心賣家是否合法持有該物業。買家只
需要購買Title Insurance，Title Insurance公司就會為買家
來提供服務，搜索相關的信息。如果不幸發生了訴訟問
題，Title Insurance公司也會賠償買家的所有損失。

現在房產交易市場中，可以輕易的找到很多Title In-
surance公司，價格上差異卻非常大。如果過戶的律師是
買家雇傭的，價格上會比較客觀。大家可以Google一下收
費的比較，你就比較清楚你付的Title Insurance費用多了
還是賺了。（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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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證的那些事美國房產證的那些事
說說你不知道的說說你不知道的TitleTitle、、DeedDeed

子女教育和成長成為拉動美
國房地產增長最大驅動力。美國
能夠連續多年獲得中國高淨值家
庭的偏愛，仰仗的就是優質教育
資源、安全的食物和空氣。

Q：中國家庭為什麼去投資美
國房地產?

A：為了孩子。
如果孩子還未成年，如何在

美國房產證上加孩子的名字呢?
如何才能避免美國繁重的稅

收呢?
Q：未成年人在美國可

以持有房產麼?
A：在美國很多州，未

成年是不能持有房產的，即
便有的州可以讓孩子持有房
產，但是未成年人是不允許

簽署房屋買賣合同和相關的過戶
文件的。也就是說，房子即便買
在孩子名下，孩子到18歲成年之
前是不能將此房屋出售的。

Q：怎麼讓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持有美國房產?

A：通常采用兩種方式：監護
人監管賬戶持有或家庭信托(Fami-
ly Trust)持有。

監護人監管賬戶持有。由監
護人監管，設立監管賬戶持有，

限制多，手續複雜。
家庭信托持有。可以根據家

庭的具體情況，設立家庭信托，
通常情況下信托委托人是為孩子
購置房產的人，信托的受益人為
孩子。

由于美國法律體系複雜，一
般家庭都會采用成立家庭信托的
方式來讓未成年人持有不動產。

Q：“家庭信托”是個啥?
A：家庭信托是指委托人(特

指自然人)將其財產所有權委托給
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信托協議管
理信托財產，並在指定情況下將
該資產轉予指定的受益人。

該信托像一個有限公司一樣
運轉，一般委托人生前自己掌握
，等委托人身故後，受托人責任

開始生效。為了便于理解，在這
裏用一個形象的例子為大家解釋
一下：

例子：父母常年在國外，他
們會將一筆錢交給孩子的姑姑，
由姑姑定期交給孩子當作生活費
用。

委托人|Settlor - 父母
受托人|Trustee - 姑姑
受益人|Beneficiary - 孩子
Q：“家庭信托”的好處?
A：從法律上來說，信托的資

產已經不再屬於資產的原始擁有
人了，這樣可以保證家庭財產，
避免遺產、婚前財產糾紛，免去
昂貴的遺產稅，從而延續家族財
富。

Q：未成年人購房可以貸款麼

?
A：可以。家庭信托後成立後

，以家庭信托為主體，實現購買
房產、申請貸款、持有房產。

Q：“家庭信托”在歐美國家
很普遍?

A：家庭信托是一個極其有效
的理財工具，在西方歐美發達國
家，個人信托占到全部信托市場
70%左右，機構信托占30%左右
。

Q：“家庭信托”需要專業的
機構來設計、執行嗎?

A：家庭信托雖好，但是普通
人很難掌握理財專業知識和信息
，這時候便需要一個專業的理財
師或者理財機構來處理。（文章
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如何在美國房產證寫上孩子的名字如何在美國房產證寫上孩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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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估價師有十件事不會告訴你：

1.估價師的信譽受質疑：
美國有8萬名估價師，在多數房屋出售扮演關鍵角色

，除非他們確定房屋的價值，否則買主無法完成房貸申請
。但這個行業在房市榮景和崩盤中，信譽受到重創，因為
估價師被控蒙混數字，好讓不良放貸業者批准房貸給不夠
資格的買主。因此2010年通過的法令，規定各州和聯邦加
強監督估價師，並對貸款業者施壓，要他們與獨立的估價
管理公司合作。

2.估價師不認識你的社區：
新法令有個副作用，估價管理公司往往從外州或別的

郡縣派來估價師，因而不清楚當地社區，進行的比較容易
出錯。這是嚴重的事，不正確的估價會損及消費者利益。

3.估價師為銀行工作，不是為你：
350元到500元的估價費，通常是由買主支付，但是與

驗屋員、地產經紀和合約商不同的是，估價師的工作成果
屬於放貸銀行。在某些情況下，屋主和買主未親眼看到的
估價，會對他們產生負面影響。

4.銀行不信任估價師：

房市崩盤期間，很多銀行試圖出售法拍屋，卻發現房
子的真正價值遠低于估價報告。為了回應銀行的要求，法
令現在規定估價師要填寫更多文件，如果交易出問題，第
一個被追責的人是估價師。

5.你應尋求第二意見：
當估價師的決定危及一宗交易時，消費者可能覺得憤

憤不平。代表估價業的“估價研究所”鼓勵消費者尋求第
二意見，即使付現金也是如此。估價的差異，可能使最終
售價少個1萬元到2萬元。

6.任估價師並不容易：
在很多州，驗屋員或地產經紀的訓練並不多，但是對

估價師的要求就很高，包括50小時的上課時間，要成為持
照住宅估價師，又要上課150小時，部分原因是估價師必
須遵守州和聯邦的準則。

7.估價師的人數減少且老化：
在2011年，美國有接近8萬7000名估價師。到了2015

年6月，只有7萬8500人，下降近10%。這是因為估價師
退休，加入行業的人又減少。目前逾半的估價師，年齡介
于51歲和65歲之間。

8.裝修不見得撈得回本：
估價師說，大手筆的裝修工程往往在轉售房子時撈不

回錢，最快使房子增值的裝修，是粉刷中性色、換新硬件
或裝飾鑲邊板。

9.不要跟著估價師：
一些屋主搞不清楚驗屋員和估價師的角色。很多驗屋

員檢查房子時，希望消費者跟著他們，以免屆時看到一大
串修理清單而嚇著，但是屋主跟著估價師沒用處，只會妨
礙他們工作。

10.無人機可能取代估價師：
一份估價工作需花

八小時才能完成，雖然
估價師可能只在房子停
留一小時。但是科技能
加快估價過程，“大數
據”軟件使收集地產資
料 變 得 容 易 ， Google
Earth等工具也有幫助。
如果政府允許用于商業
，無人機也可能派上用
場。（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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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估價師有十件事不會告訴你地產估價師有十件事不會告訴你！！

在美國房屋買賣的過程中，買家會
為一大堆的專業名詞所困擾，今天小編
為大家整理了一系列買屋合同中必須理
解的專有名詞。

Earnest money--定金
定金是買家在簽署購房合同時需要支

付的款項。定金實際上是買家對購房的承
諾，來向賣家表達誠意。具體金額是可以
雙方協定的，一般為購價的1%到2%。但當
房子搶手，買家競爭激烈時，買家也可以
通過小幅提高定金（如達到總房價的4-5%
）來吸引賣方，增加搶到房概率。一旦報
價被接受，定金通常會由賣方經紀或產權

公司存管。
注意事項：必須注意的是合同中提到

的相應條件條款（如貸款是否能獲批等）
，若買方因為這些條件未達到而放棄購房
，賣方必須退還定金；若是因為合同中未
提及的其他原因，那定金是不能退還的。

Contingency--附帶條件
Contingency直譯是“偶發或特殊事件

”，在購房合同中一般指一些附帶條件，
如萬一這些情況發生了，買家是否有權中
止合同，拿回定金。這些條件可包括房屋
評估，房屋檢查和貸款獲批情況。

注意事項：附帶條件在購房合同中非
常重要，必須仔細閱讀，他能保護買方在
購房中的權利，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當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條款也有時間限制，
一旦超過期限，賣方有權終止交易。

Escrow--第三方托管
在美國，房屋購買過程中的款項和合

同都會交由第三方機構來持有，這個就是
Escrow。一般情況下，只有在買賣雙方根
據自己的合同履行完自己的義務後，第三
方機構才會將手中的資金支付給賣方或者
銀行和貸款公司。Escrow一般會是專門的
房屋過戶公司，律師或產權公司經紀。

注意事項：購房合同中會明確寫出托
管費是由買方還是賣方負責支付，一般為
購價的1%到2%。如果購房者在無正當理由
的情況下退出交易，則托管費將賠償給賣
方。

Settlement date--過戶日期
“Settlement Date”或“Closing” 指

房屋的過戶日期。通常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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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在選擇過戶日期時，要確
保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來完成房屋檢查，評
估和任何其他條款中的檢查.如果在過戶日
之前沒有履行購買協議中的義務，那麼可
能會被視為“違約”，並可能失去定金。

Possession Date--
產權交接日期

產權交接日期是投資購房者正式擁有
所購房產的日期，即買家可搬入房屋的日
期。有時買方在過戶日即可入住，但有時
雙方同意在過戶日後，仍需等待數日或數
周才能入住。最常見的等待時間為30到45
天。

注意事項：產權交接日期是可同賣家

協商的，且會影響購房者報價合同的競爭
力。 比方說，如果賣家需要額外幾個月才
能找到新的居住地點，則提供過戶日後60
天的產權交接日期可能會使報價更具吸引
力。

Home Warranty--
房屋保修保險

房屋保修保險包括了修理家具家電所
需的費用。
基本保險的
起 價 約 為
300 美 金 ，
更全面的保
險計劃將高
達 600 美 金
。

注 意 事
項：許多賣
家會提供支
付一年的保
修保險，以
吸引買家，特別是如果房屋中的電器老舊
和/或正處于是買方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都必須清楚的寫入購買協議中。（文
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國購房合同中必知的美國購房合同中必知的66個專業名詞個專業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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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装电梯、加保温层，老旧小区改造正让越来越多
城镇居民受益。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对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配

套设施短板进行摸排，以燃气、电力、排水、供热等配套
基础设施和养老、托育、停车、便民、充电桩等民生设施
为重点，进行优先改造。

这些“看不到”“难看到”的地方，是老旧小区运行
的痛点堵点。补上配套设施短板，让居民充满期待。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宜阳新区启动辖区
内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成果显著。图为张家山先
锋片区袁头冲小区一角。

刘继刚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泰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近日已全
面铺开。图为不久前，工人正在对泰州市海陵区
东苑公寓小区外墙出新粉刷。

贾宏伟摄 （人民视觉）

摸排“看不见的地方”

——排查配套基础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

摸排民生设施缺口情况

老旧小区的“老”和“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楼龄上，更隐
藏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

“加装电梯、路面硬化，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地方’，而‘看
不见的地方’也应成为改造的重点对象。”提起老旧小区改造，北
京市海淀区某老旧小区居民陈军这样说。陈军所居住的小区建成
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楼龄较老，小区配套设施存在排水设施
老化、暖气温度不高、入户光纤网速较慢等问题。以排水设施为
例，楼内上下水管道为铸铁材质，老化锈蚀较为严重，存在渗水
漏水等现象。“每到停水后恢复供水时，水都是棕红色的，还掺杂
着沙砾，要排很久才能恢复清澈。管道锈蚀已经影响到水质，我
家不烧自来水喝，也不用它做饭。”陈军说。

对民生设施缺口，老旧小区的居民们同样有很强烈改造意愿。
“楼门高出地面 5 级台阶，却没有无障碍设施，对于坐轮椅、

拄拐杖的老人特别不方便。小区里老人多、孩子多，缺少养老托
育设施。”年过八旬的王淑珍老人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建于上世
纪90年代的小区，眼下就有一桩烦心事：“我们这里是一梯两户的
结构，有些业主干脆就把电梯外的公共空间圈占了，打隔断、存
杂物，感觉很不安全，但物业又没有执法权，现在成了‘老大
难’问题。”王淑珍说。

这些“看不到”“难看到”的地方，既包含市政配套设施等基
础类改造内容、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的完善类改造内容，也包
含丰富公共服务的提升类改造内容，正是下一阶段老旧小区改造
的重点。

《通知》要求排查燃气、电力、排水、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以
及公共空间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摸排养老、托育、停车、便
民、充电桩等设施缺口情况。在此基础上，上述设施将作为重点
内容得到优先改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对本报记
者表示，老旧小区相关设施改造是一项包括前期立项、中期建
设、后期管理维护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前期摸排到位、面向居民
做好解释引导，是做好改造的重要前提。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要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力争做到一地一策、一小区一策。“摸清
情况，找准短板，在改造过程中首先力求实效，将极大提升老旧
小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任兴洲说。

建设好、更新好、管护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物业专业化

管理，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补上老旧小区配套设施短板，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牵涉面广
的大工程。

“我们希望把铸铁管换成PVC （聚氯乙烯） 的，但这真的是大
工程，要换就得整串换，需要有人组织协调、各户统一行动。当
然，也需要不少钱。”陈军告诉记者，要解决排水设施老化的问
题，单凭个别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个主
体在各环节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王淑珍表示，设施建好了，也要管好，这就要提升社区、物业和
相关部门的服务管理能力。“我们小区停车位不仅缺少，而且管理无
序。有的户一个也没有，有的人却占有多个。时间长了，很多居民对
设施管理者缺乏信任。”

配套设施改造，需要压实责任主体。《通知》强调，首先要落
实专业经营单位的社会责任和安全责任，做好安全巡查和设施管

养。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方面，各级城市 （县） 要履行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开展安全监督检查。此外，要建立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广泛参与、共商事务、协调互动的
社区管理新机制，推进社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
同维护改造成果。

改造过程中的统筹协调也很重要。“各家单位管养设施常常是
‘九龙治水’，缺乏协调。今天挖水管子，明天修井，后天动光缆
……挖了填、填了挖，时不时再停个水，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陈军说。为此，《通知》 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对项目行
业主管单位、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均
提出相应要求，同时明确强化项目建设统筹协调，优化空间布局
和建设时序，避免反复开挖。

此外，部分老旧小区由于历史原因没有物管、配套设施产权
不明晰，成为中长期配套设施维护更新的障碍。《通知》明确，城
镇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后，有条件的小区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专业
化物业服务公司接管；引导将相关配套设施产权依照法定程序移
交给专业经营单位，由其负责后续维护管理。

多渠道筹措资金

——统筹地方财力；鼓励金融机构参与；

引导居民出资参与

不少居民和专营单位、物管企业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配
套设施和民生设施改造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难点，“难就难在资
金”。

任兴洲认为，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创新投
融资机制，推动多主体共建共改；同时，要着眼于改造的可持
续性，促进资金活水持续涌流，避免筹措资金过程变为“一锤
子买卖”。

明确多种资金来源，正是此次《通知》的一大亮点。
一方面，《通知》强调，中央预算内投资全部用于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各地应统筹地方财力，重点安排消除
城镇老旧小区各类安全隐患、提高排水防涝能力、完善养老托育
设施、建设停车场和便民设施等城镇老旧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内
容。同时，专业经营单位要落实出资责任，优先安排老旧小区配
套设施改造资金。

另一方面，《通知》指出，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
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参与投资地方政府设立的老旧小区改造等
城市更新基金；对养老托育、停车等有一定盈利的改造内容，鼓
励社会资本专业承包单项或多项等；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
积极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等。

“谁受益、谁出资，这6个字落实起来难度不小。2013年，物
业在电梯里贴出公告，表示电梯已属过时产品、亟须大修或更
换。现在公告还贴在那儿，就是没人出钱！”王淑珍表示，“我们
这些老住户都愿意出钱，维修基金这个池子也该续水了。另外，
小区广告牌很多，产生的公共收益也应用于设施养护。”

为落实“谁受益、谁出资”原则，《通知》 给出了具体办法：
在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时，可采取直接出资、使用 （补建、续
筹）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同时，建立
健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使用及补建续筹制度；统筹公共设
施经营收益等业主共有收入，保障后续管养资金需求。

任兴洲解释，考虑到老旧小区自身特性，配套设施改造资金
需要多渠道筹措。这既非财政“大包大揽”，也非业主完全“自掏
腰包”，而是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居民、社会资本等多主体
参与共建共改。

专家表示，不同小区的改造侧重点不同，在“谁出钱”的问
题上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础类改造应由各级财政提供资
金支持；完善类、提升类改造则应由居民分摊履行出资责任，社
会资本也可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入，用于具有一定营利性的设施改
造。其中，引导居民协商一致并形成共识、取得楼宇乃至小区公
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至关重要。

燃气、电力、排水、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成为改造重点——

补上老旧小区配套设施短板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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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贝佐斯做了二十年的浪漫航天

梦，老生常谈的教育慈善听起来就没那

么光鲜。不过，随着贝佐斯学院项目的

落地，一些声音认为贝佐斯是在“放长

线钓大鱼”。

1998年，贝佐斯在致亚马逊全体

股东的信中提到，公司将会根据长远

目标而进行决策，不会仅仅把目标放

在短期效益上。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

，亚马逊做了颇多大胆的尝试，包括

供货种类的迅速扩张，以及进军物流

、云计算、流媒体影音等行业，且都

取得了辉煌战绩。

按照大家对这位“狂人”个性的揣

摩，他的慈善事业也一定会被商业思维

主导。所以，涉足公共教育的决定，也

并非像看上去那样平淡无奇——他应当

是有备而来。

充满个人色彩的教育慈善

“这间教室只是一个起点。贝佐斯

学院将在10月19日开放，第一所学校

将落座华盛顿州的得梅因市，之后我们

也将开办一系列免费幼儿园。”

2020年9月22日，贝佐斯在自己的

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今年5月28日，贝佐斯亲自到学校

和娃娃们一起上了一节课。“和孩子在

一起的时间，是最能给人以启迪、让人

对未来产生新设想的。”贝佐斯写了这

么一句话，配上一条小视频。画面里，

他被一群孩子围在教室中间，笑得很开

心。

这是贝佐斯“第一日”基金中，教

育线上线的第一个项目。项目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中3-5岁孩

子能够接受到质量良好的学前教育。

贝佐斯的基金会计划在美国的低收

入社区搭建免费的学前教育网络，学校

将提供每周五天的课程，涵盖社会情感

学习、语言课、数学课、生活实践技能

培养、艺术/音乐/运动课和户外探索等

方向。每间班级上限容纳学生20人，

师生比例不低于1:10。根据官网介绍，

学校将致力于提供“以儿童为中心、贴

合学生文化背景、标准化设计”的个性

化教学方案。

不过，在得梅因校区刚刚落成不久

，就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根据《福

布斯》报道，已经有不少致力于免费学

前教育的专家在当地开展了十年以上的

工作。这些专家对于贝佐斯学院的进驻

还是比较担心的。他们指称，贝佐斯的

团队事先没有跟当地已有的项目做沟通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当地不少研究

多年的项目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如果贝佐斯能够直接资助它们，可能会

是更好的选择。

华盛顿州幼儿教育与启蒙援助协会

（ECEAP）执行主任乔尔· 瑞安表示，

贝佐斯愿意在教育慈善领域耕耘是件好

事，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住已有的成

果。“做些事情来完善现有系统，不是

更有意义吗？”

贝佐斯另起炉灶做教育慈善，很大

程度上离不开强烈的个人色彩与理念的

贯彻。其实在教育领域，富豪们推出个

性化的项目已经不鲜见，比如谷歌公司

就在去年推出了“谷歌职业证书”项目

，意在为负担不起大学或高等教育的人

提供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每期课程时长

六个月，目标是培养学生进入高薪、高

成长度的行业领域。目前项目的收费标

准还没有公布，但预估会远低于大部分

大学。

贝佐斯的个人色彩在他的教育项目

中体现得十分明确。贝佐斯笃信蒙特梭

利教学法——这是一种非常强调科学设

计和个性化表达的教育方法，反对教师

中心制，而更愿意以孩子们的自我探索

作为教育的通路。

贝佐斯小时候一直就读于蒙特梭利

学校，根据母亲杰姬的回忆，贝佐斯小

时候去公园时，就会观察游乐设施上的

皮带和滑轮运动。因为他做事特别专注

，一投入就怎么都叫不起来，但老师很

尊重他的习惯，需要他挪动时就往往会

把他连人带椅子一块搬到另一个地方。

贝佐斯笃信，自己的创造力和商业

头脑离不开这种教育法的启蒙。因此在

如今的贝佐斯学院里，把孩子培养成

“有创造力的领导者”是教育的重点。

贝佐斯幼儿园得梅因校区的教室里

，放着不少教学道具供孩子们探索。蒙

特梭利教育法中会使用设计好的教具，

并通过合理引导让孩子们习得特定知识

。

着眼更深刻和长远的改变

在教育领域，贝佐斯虽然姗姗来迟

，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关注教育问题并

非心血来潮。

《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

》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贝佐斯

在高中时期曾在麦当劳打工赚取学费，

但打工的收入并不算高，他便产生了在

教育领域尝试创业的想法。

当时，他和高中女同学维尔纳一起

创建了一家名为“梦想学院”的培训机

构。“梦想学院”为10岁左右的孩子

们提供10天一期的暑期班——不同于

一般的课外辅导，这个小班的内容涵盖

儿童文学、科学与计算机等一系列课题

，主要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为的是培养

孩子“用新方式思考老问题”。虽然维

尔纳笑称“应该不会有人报名”，但贝

佐斯的父母非常欣赏这个点子，还给贝

佐斯的弟弟和妹妹报了名。

在2017年准备投身慈善时，贝佐

斯曾在推特上写道：“慈善的第一目标

，是为有需要的人解决眼下的难题”。

但根据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人们很难不

认为，一座不起眼的幼儿园也将是亚马

逊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塔尔萨公立学校系统运营总监多米

尼克· 德雷塞尔认为，贝佐斯投资20亿

美元建幼儿园，可能是亚马逊进军公共

教育市场的第一步。他预测，未来亚马

逊或许会打造集传统学校功能与创意活

动空间为一体的“亚马逊学习中心

（Amazon Learning Center）”——它

将为各个社区的学生提供多样的活动空

间，比如个人自习室、小组会议室、创

意中心等等，还将配置社会心理相关背

景的辅导老师，随时和学生沟通解决问

题中心。除了实体学校，中心或许还会

提供线上修习课程的模式，并配备海量

的在线课程资源，让有意愿的学生在家

也可以完成学业。

2018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

报道对贝佐斯的商业帝国做出了一种解

读：贝佐斯经营亚马逊的目标远不止

“统治市场”，他更希望的是亚马逊参

与基础设施的打造，从而直接“成为市

场本身”。

在教育行业，目前最大的基础设施

“实体学校”正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疫

情之下，很多校园面临着无法开放的情

况，不少年龄尚小的学生学业进展受阻

。

今年 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名为

“ 美 国 救 援 计 划 （American Rescue

Plan）”的一系列提案，其中就包括为

全国的公立K12学校提供1280亿的支援

资金，以支持他们购买防疫耗材、更新

教学方案与系统。而就在本月27日，

田纳西州的教育专员佩妮· 施温恩宣布

，她将考虑放开教学形式的限制，允许

州内学校进行远程教学，以应对疫情爆

发和停课大潮。

“疫情让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场景

，也很大程度改变了人们对于学校的

‘实体’认知，”德雷塞尔在他的文章

中写道，“所以未来，线上教学、线上

知识获取肯定是主流趋势，而擅长预测

消费者行为的亚马逊肯定会发觉这一点

。”

贝佐斯访问明尼苏达州的蒙特梭利

学校，并与孩子们一同体验课堂。

况且，投资线上公共教育对亚马逊

来说也是有利润前景的——一方面，如

果亚马逊能够持续积累学生成长过程中

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把这些未来的消费

者的消费偏好、个性化方案掌握在了自

己手里。另一方面，把亚马逊教育打造

成品牌，也能够培养用户忠诚度，让他

们未来乐意消费更多的亚马逊产品。线

上教育仍然是一片蓝海。

由此可见，免费幼儿园的慈善计划

也许只是第一步，贝佐斯与他的伙伴们

可能正在计划着撬动更深刻的、更长远

的改变。

资本巨头能让教育变得更好吗？

富豪们的捐款，将如何影响美国的

教育体系？

在如今的美国，贫富差距仍然在逐

年增加。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亿万富

翁们的总财富增加了 1.763 万亿美元

（59.8%），从大约2.947万亿美元增加

到了4.711万亿美元。2018年，富豪榜

前三位——贝佐斯、盖茨和巴菲特的财

富总和，超过了美国最贫困的那一半人

口的财富总和。

如何在巨大的财富鸿沟面前保持相

对的平衡？除了通过遗产税等税收政策

调配，富豪们通常会拿出部分财富用于

慈善，以回馈社会并推动各领域发展。

今年 6 月，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了

《2020年度慈善报告》。数据显示，

2020年全美的个人捐赠总额约为3241

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2%，占总捐赠

额的比例将近70%，是最大的捐赠来源

。而根据2016年《美国慈善年鉴》一

书调查显示，全部的善款中，来自美国

富豪们的捐赠占到了三分之一。

美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始终是人们

关注的重点，而富豪们也在这个领域开

展了各自的探索。2021年，流向教育领

域的善款约增加了9.0%，达到713.4亿

美元。这些捐赠既包括对K12阶段的学

校、高等教育、图书馆的捐赠，也在疫

情背景下，增加了校园中新冠肺炎相关

管理与救治方面的投资。

资本巨头们参与教育实验，或许给

美国的教育系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路径

。德雷塞尔提到，“亚马逊或许可以提

供一种创新的模式，让公立学校发展线

上教学，保持良好的竞争力。”

硅谷社区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米

特· D· 卡森也认为，在人工智能和自

动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本的参与能

让我们在繁杂的通路中多做尝试，以

找到更好的教育模式。此外，慈善家

们对于弱势群体学生的资助，也被看

作是平衡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公平的

直接方法。

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担心资本的过

度参与，会破坏花费长时间搭建并修缮

的公立教育体系。富豪们的慈善计划中

，摆在台面上的“个人色彩”与“商业

头脑”都是引发公众担忧的部分。

《纽约时报》提到，公众对于慈善

的监督基本是缺位的，“资本巨鳄们有

改变政策的力量，但没有受到相应的监

督。”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助理教授梅

根· 汤普金斯· 斯坦格表示。这和民主原

则下的教育改革是有所背离的——慈善

家们将自己认可的理念落地至慈善机构

内，而他们的“教育实验”将会直接影

响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命运。

纽约大学教育学史教授黛安· 拉维

奇也在自己的博客中对贝佐斯的计划表

示了强烈的忧虑。“科技巨头们总是一

意孤行，以非常个人的想法去打破青少

年们原本的成长轨迹。他们基于自身经

历而设计的教育方案，不可能给穷人家

孩子带来成功的。”

在博客的评论区中，一些教育学者

赞同道，富豪们在公共教育领域推行

“创意”，实质上可能破坏民主，跌入

另一种独裁的困境。而他们的盈利野心

，也可能会把公共教育推向逐利的赛道

，从而失去原本公共机构的身份。

正如得梅因校区所遭受的质疑，如

果资本和慈善家们没有办法和现有的体

系去合作、去融合，那么即使他们的想

法一流，也可能招致质疑。

目前，贝佐斯学院除了已经投入使

用的得梅因校区，还有另外5个校区正

在筹建中，其中的费德勒尔韦校区将于

今年10月左右开园。根据媒体报道，

新校区将和费德勒尔韦当地的公立学校

组织合作，并作为对当地公立教育的补

充投资来进行。能够看到，贝佐斯也努

力在自己的“狂人”理想和合作精神中

寻找平衡点。

未来，贝佐斯是否会把慈善项目扩

大至线上教育，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

，在美国的公立教育面临复学危机的当

下，贝佐斯们的创想与战略，或许能够

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另一个出口。

贝佐斯20亿美元建幼儿园

资本巨头能让教育变得更好吗？
狂人贝佐斯不仅上天，还要做教育。

贝佐斯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启动了“未来俱乐部”项目，邀请青少年

们手绘梦想明信片并寄到公司。这些明信片将搭乘蓝色起源的火箭进入太空，

再返还至它们的主人手中。

杰夫· 贝佐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那个人。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西雅图

自家的小车库里，创办了如今的电商巨头——亚马逊网站，到今天，它已经成

为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万货商店”。根据《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21全球亿

万富豪榜单，贝佐斯已连续第四年蝉联榜首，身家达到1770亿美元。

但贝佐斯也一度被指责为“吝啬”，据《时代》杂志报道，在2000年至

2017年期间，贝佐斯只捐出了不到1%的资产。他的慈善事业起步比较迟，一

直到2018年，贝佐斯才宣布与当时的妻子麦肯齐· 斯科特共同创办“第一日

（Day One）”基金。

基金投入20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帮扶居无定所的低收入家庭，另一

部分则瞄准学前教育，在低收入社区中安设非盈利的幼儿园。后者有一个专门

的名字，叫做“贝佐斯学院（Bezos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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