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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稅務財務規劃迎接2021年？這
四件事一定要做：房地產配置、保險配置、信
託設立、稅務規劃。

華人追求安居樂業、自己有房的生活目
標。雖然新冠疫情影響美國整體經濟，但房地
產市場仍然穩定增長，從東岸到西岸的住宅
房地產的中位數成長超過10%，很多人居家
辦公，孩子在家上網課，對住宅條件要求更高
。疫情之後，市場對中價位房子以及百萬以上
房子的需求成長很多。另外歷史低利率，30年
固定利率低於3%，基於這些原因，2021年房
市會繼續保持上升趨勢。

保險配置在疫情期間也發生很大變化，
民眾對醫療人壽保險詢問程度增加，過去到
底買了些什麼，到底包含哪些內容，人們更願
意瞭解清楚。今年的保險銷售量大幅增加超
越2019年，主要受惠於民眾對人壽保險的認
知和需求的提高，但海外高端客戶市場受到
影響，雖然銷售量高於往年20%至30%，但總
保費仍低。

配置保險的重要性，是可以保護好自
己。例如生病無法工作，個人財務受到衝擊
，生活需要更大開銷。但是，保險可以將風
險從家庭轉移至保險公司。在稅務規劃方
面，發揮財務更大化作用。美國退休的收入
來源是個很大課題，人壽保險在某種程度
上對退休補貼也有作用。美國保險便宜，制
度透明，賠付沒有收入所得稅，設計得當就不
存在收入所得稅、遺產稅等，達到家庭財務規
劃的最佳效應。

積累財富不容易，而守住財富傳承給下
一代更是困難，其實信託是一種很好的規劃。
信託保證家庭傳承財富時做到無爭議。信託
分為：可更改可撤銷生前信託，起到最主要作
用是財產非爭議傳承，避開法庭認證，在有生
之年指定繼承人。不可更改不可撤銷的信託
財產，一旦設立，信託人即不能將它取消或變
更轉入信託的財產，成為一種贈與 (Gifts)，不
再屬於信託人的財產。因此，債權人的求償權
不能及於轉入信託內的財產；報稅時也不存

在這份財產，並可以解決遺產稅問題。
另外是稅務規劃，拜登提出稅務全面改

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對個人收入所得
稅稅率恢復到39.6%，以及企業稅改，主要影
響高收入人群。但2021年在金字塔尖上的人
群（有錢人）尤其要做好稅務規劃。不過普通
百姓的稅務規劃也很重要，譬如連續報稅，積
累40點才能在65歲時享有聯邦醫療保險和
社安金。其實很多稅務規劃不用花錢，只用稍
微調整就能達到不花錢的稅務理財規劃。
202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上半年可能還有
些新冠疫情的挑戰，而下半年則可能恢復正
常生活。（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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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配置房產配置、、設立信託…設立信託…
這些事要做好這些事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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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收回租房後有八個技巧業主收回租房後有八個技巧，，能讓能讓
你迅速再租出去你迅速再租出去

如果你做過一段時間的房東，你可能知
道我在說什麼，如果你還沒有遇到，別擔心，
你可能會遇到的。無論我們如何篩選完美的
租戶，您可能仍然會有問題。

也許你有很多錢，可以雇佣一個承包商
來徹底改造這個地方，也許你的物業經理會
處理這個問題。然而，有的時候還得自己親
自動手，我經常發現自己在一次令人討厭的
租戶更替後拿著錘子和漂白劑在房間裡工
作，這並不是說我喜歡這樣做，但是當承包
商的投標價格在1萬美元左右的時候，我就
不得不參與進來，盡我所能來節省一些錢。

因此，這篇文章是為那些需要自己工作
的房東而寫的，還為那些剛剛開始和那些只
想省錢解決問題的人而寫的。

以下是修理和迅速租出去的8個技巧，
記住，我並不是說這就是你應該做的事情，
只是讓你知道，也許這裡有一兩個提示，能
為你省下一些錢。

1、雇佣承包商
很多時候，人們在決定是自己動手做還

是雇個承包商來清理房子的時候，忘記了是
讓他們做部分工作還是做所有的工作。在上
面我舉的例子中，我雇佣了一個當地的雜工
來拖出有異味的地毯和房客的垃圾，在我進
去之前他可以迅速打掃一下房間。是的，我
想省錢，我花了不到100美元，我就可以避開
最糟糕的部分。

2、如何去除異味
當看到潛在的交易房產時，我喜歡選擇

擁有難聞氣味的房產，因為它會把其他人都
趕走，但這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之一，

消除大多數氣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
入手：

•扔掉弄髒的地毯和墊子，這是一個地
方有味道的首要原因。

•用每加侖水加一杯漂白劑漂白地板。
•先把地板晾乾，然後用Kilz油基底漆

塗地板(只要它們不是好的硬木)。這種材料
大約12美元一加侖，但可以去除地板上的任
何異味，而且很容易做到。只需倒少量在地
板上，然後用棍子上的滾軸將其攤開就可以
了。

•使用油底漆(約30美元)時，一定要使
用防毒面具。說真的，否則你會暈過去的，我
不是在開玩笑。

幾天後，底漆的味道會消失，你會得到
一個乾淨的，新鮮的氣味，如果房間裡還有
味道，那就檢查一下你的下水道。

3、油漆顏色

這些年來，我做了很多油漆的測試，正
如我在我的帖子中深入記錄的那樣，對房東
和投資者來說，最好的室內塗料是什麼？我
主要在我所有的房產上使用沃爾瑪的內部
品牌“ColorPlace”，使用“區域白”顏色(這不
是白色，是棕褐色/黃色)，他們已經被預先混
合好了。這樣，不管我在什麼性質的房產上
工作，它都是相同的顏色，總結一下我寫的
那篇文章，我測試了幾乎所有我能找到的油
漆，並確定每個油漆品牌都需要兩層(一層重
，一層輕)塗染，最好的油漆通常在第一層能
覆蓋90%，但仍然需要塗上第二層。

然而，最便宜的油漆可以覆蓋60%的面
積，但也仍然需要第二次粉刷。所以，如果所
有的油漆都需要塗兩層，而且一旦完成，看
起來都是一樣的，我就會選最便宜的產品，
此外，在沃爾瑪超市的貨架上的其他顏色也
很棒。

我也使用半光澤的所有屬性，有些人說
它看起來不是最好的，但我認為它看起來很
好，還沒有聽到租戶有其他的抱怨，相反，那
些看著我的房子，看著它有多漂亮的人，不
斷地鼓勵著我。另一個方法是，一定要在租
約上寫上油漆品牌和顏色，這樣，租戶和您
都將確切地知道使用了什麼油漆，從而減少
了矛盾，這是很明智的做法。

4、修補漏洞
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租客要在牆上

打洞，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太痛苦了，然而，
我總是能看到牆上有拳頭大小的洞。學習做
乾牆修補是一種藝術，但其實並沒有那麼複
雜。另一個真正讓我惱火的問題(經常發生
的)是，一個房客在一間臥室裡打了一個空心
門(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如
果門是可油漆的，孔有時可以像上面的視頻
裡那樣修補，但很多時候，孔太大或表面太
光滑，乾牆泥無法正確附著。

遇到這種情況時，我通常會做以下的兩
件事：

•買一扇新門(如果是標準尺寸的，你可
以在HomeDepot或Lowes買到低於30美元
的門板)。

•在門上放一面鏡子，是的，我是認真
的。我幾年前學會了這個技巧，它為我節省
了很多時間和金錢，你可以選擇一個便宜的
、全長的鏡子，它們在很多商店的售價都在
10 美元以下(像 Target 上的這面鏡子售價
5.99美元)，把它釘在門上，它不僅能蓋住洞
口，還能讓你的走廊看起來更大，花不到10
美元或10分鐘的功夫就能裝飾好房間。

5、黴菌問題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經常有濕氣的地區(
比如太平洋西北部，我住的地方)，你可能會
經常遇到黴菌問題，與流行的觀點相反，黴
菌不會十分困擾你，而且它比你想像的要常
見得多，當它沒有完全長得太茂盛時，很容
易清理。黴菌通常是租戶造成的，他們的傢
俱被推得離牆太近，或者根本不允許室內空
氣流動，它往往生長在窗戶附近(因為凝結)
和浴室裡。

你需要清潔模具，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但我非常喜歡ZEP生產的32盎司的黴菌去
污劑，你可以在家得寶(Home Depot)買到，這
種東西售價2.47美元，非常好用，用一卷紙
巾和一瓶2.47美元的這種化學物質的功效
真是驚人。記住，如果你有一個主要的模具
問題，你可能需要打電話給專業人士，我不
是說天花板上長著黑草，我說的是淋浴時窗
臺和角落上的小孢子，不要驚慌，把它擦乾
淨，然後繼續使用就可以了。

6、更換門鎖
每次房客搬家時，你都應該把鎖換掉，

畢竟，如果一個不滿的租客回到他們的老房
子裡，偷走了新租客的所有東西，你是不想
承擔責任的。換鎖不會很昂貴，事實上，如果
你有多個單元房產，它不需要花費太多錢。
我總是保存我的鑰匙，並把它們整理好，貼
好標籤，這樣，當需要更改時，我只需將標號
的鎖更換一下就可以了，只要確保每個房子
的鑰匙都標記清楚，這樣就不會產生混亂了
。

關於鎖的最後一個提示是，通過購買相
同品牌的所有鎖，你可以避免更換鎖的“內
部”，並簡單地用兩個簡單的螺絲替換旋鈕
就可以了。這樣可以問你節省一半的換鎖時
間，我所有的房子都使用家得寶的“KwikSet
”品牌的鎖，大約20美元可以買到門栓和門
把手。一些房東喜歡使用KwikSet的“Smart-
Key”鎖，它可以讓你隨時重新鎖門。

7、地板
也許最昂貴的修復是地板，你有幾個選

擇，很難說哪一個是最好的：
•地毯——地毯摸起來不錯，看起來不

錯，而且容易放置，鋪地毯通常不是一個DIY
工作(儘管它比你想像的要簡單)，然而，即使
我知道如何鋪我自己的地毯，我通常也不自
己做，相反，我通常使用家得寶來安裝地毯。
家得寶(Home Depot)以及洛斯公司(Lowes)
通常在地毯上安裝整套傢俱要花97美元，這
是一筆好買賣，我通常會點店裡賣的地毯樣
式，放在架子上。我最喜歡的顏色叫“煙花”，
每平方英尺不到1美元。這種深斑點的顏色
很好地隱藏了污漬，可以很好地處理一些問
題，而且每一套看起來都很棒，即使是那些
已經住了好幾年的公寓也在用。

•硬木地板——硬木地板很好，它的外

觀和感覺都像木頭，但它是由鋸末和其他奇
怪的材料製成的複合材料，它還可以承受大
量的交通、摩擦和凹痕而不被破壞，所以儘
管它比地毯貴，它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和更
容易清潔。硬木地板的價格從每平方英尺1
美元到每平方英尺5美元不等(包括墊子)，但
我通常使用Costco的Harmonics品牌的硬木
地板，它每平方英尺2.30美元，附帶墊子。如
果你不想自己做，你可能會找到每平方英尺
1 - 2美元的安裝工安裝，家得寶和洛伊斯通
常也會收取約400美元的整套房屋安裝費用
，所以如果你打算出租房屋，也一定要查看
一下價格。

•瓷磚——它地板的鼻祖，瓷磚可能是
最經濟有效的地板，你可以選擇瓷磚，因為
它可以保持很長時間。然而，如果你使用專
業的瓷磚層，安裝它可能會花費很多錢，幸
運的是，如果你有時間和耐心，瓷磚地板很
容易自己安裝。瓷磚的價格已經很高了，但
是對於較低的租金，你可以很容易地從任何
一個大房子裡找到每平方英尺1美元以下的
瓷磚。

8、迷你百葉窗
還有另一個便宜的裝飾方法，可以使你

的租賃物業看起來很好，那就是使用迷你百
葉窗。這些百葉窗有白色和棕褐色兩種顏色
，你可以從家得寶(Home Depot)、勞伊斯
(Lowes)甚至沃爾瑪(Wal Mart)買到，每件大
約5美元(這是我用的那種)。我喜歡經常更換
百葉窗，因為它們是讓一個單元看起來不可
思議的廉價方式(而且更換往往比清潔更快)
，它們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安裝好，而且在
展示給潛在租戶看時，它們會讓你的公寓看
起來更像一個家。

關於在迷你百葉窗上省錢的一個小技
巧是，如果你有一個較大的視窗，你可以通
過購買兩個較小的百葉窗，而不是一個較大
的百葉窗來節省50%費用。例如，在家得寶
(Home Depot)買一個70英寸的迷你百葉簾
要花20美元，但買兩個35英寸的百葉簾只
需要5美元，在安裝幾十個這樣的百葉窗時，
很快就能省下一大筆錢，另外，最終的結果
看起來也一樣好，給租戶更多的靈活性讓光
線進來。

好了，就是這些提示，但這些只是一些
快速提示的示例，您可以使用它們來節省下
次租戶周轉的資金。就像我一開始說的那樣
，你可以不採用這些方法，然而，如果你只是
剛剛開始投資，或者想節省一些錢，需要你
自己做一些工作，那麼，聰明地修理方法可
以節省很多錢，你可以用這些錢買更多的房
子(或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所以下次當你
在一個租客離開後走進房間時，要保持冷靜
，制定一個計畫，然後重新訪問這個列表，用
最少的現金來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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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家中坐，钱却在国外被盗

取。只不过去了趟旅游景区，张先

生等十几位游客银行卡里的钱都因

为 景 区 的 一 台 自 动 取 款 机 （ 下 称

ATM机）被人在境外盗刷了。

11 月 9 日，贵州省雷山县法院对

被告人陈鹏、王亮信用卡诈骗一案

作出重审判决。

2019 年初，陪妻子在贵州省江口

县待产的王亮接到好友陈鹏从国外

发来的信息：自己有一个稳赚不赔

的高科技买卖，只需要一台 ATM 机

就可以复制他人银行卡信息取钱。

陈鹏邀请王亮一起干，无业在家的

王亮欣然答应。

“我选择了一个很有名的旅游

景点，你先去踩踩点，看看客流量

怎么样……”2019 年 4 月的一天，陈

鹏安排王亮前往雷山县西江千户苗

寨。西江千户苗寨位于雷山县西江

镇，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

文化完整的地方，由十余个依山而

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中国乃

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很

多游客慕名而来，节假日人流如织

。王亮以旅游的名义在西江街上踩

点，最终选择了一个人流量较多的

沿街门面，并租赁下来。

2019 年 4 月底，陈鹏从国外回到

贵 州 。 他 提 前 在 网 上 购 买 了 制 作

ATM 机的配件和某银行的喷绘广告

布，通过物流邮寄送达到雷山，然

后指挥工人将租赁的临街门面按照

某银行 ATM 机网点的样式进行装修

。

网点装修好后，陈鹏暗中观察

了几天，发现没有人发现异常，也

没有金融机构前来检查，便电话联

系王亮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与他碰

面。陈鹏将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

电脑交给王亮，嘱咐王亮平时用这

部手机与他联系，并教会王亮在电

脑上使用一款叫做“向日葵”的远

程操作软件。随后陈鹏离开贵州。

这个ATM机上有个多余的摄像头

2019 年 6 月 19 日，武汉游客张先

生和朋友来到西江千户苗寨旅游，

因景区网络购票系统故障，

就想在临街的某银行自动取

款机网点取钱，插完卡输入

密码后，显示该机器故障，

张先生便取卡离开了。

“您尾号 3113 的银行卡被

支取 214239.95 元……”2019 年

7 月 17 日，收到银行短信提醒

的张先生以为是诈骗短信，

并没有在意。然而，第二天

张先生刷卡支付时，发现卡

内余额不足，经询问银行，

才发现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在

国外被分 4笔盗刷了。

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觉

得自己并没用该银行卡在网

上购物，也没有在手机上点

击过不明链接，银行卡的密

码也没泄露给任何人，卡里

的钱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同在西江

旅游过的十几位游客，涉案

金额达 28 万余元。他们都曾

在 西 江 景 区 临 街 的 某 银 行

ATM 机上取过钱，但该 ATM

机都是显示故障，并没有现

金。

接到报案后，雷山县公安局迅

速联系银行，调取了张先生等十几

位被害人的银行卡插卡信息、取款

信息和银行卡使用记录，发现在被

盗刷的时间点，张先生等人都没有

使用该银行卡的记录。调查发现，

该银行网点不论是装修风格还是取

款机的外观、操作界面，都和正常

银行网点高度相似。但这台取款机

却比普通取款机多了一个隐藏摄像

头。经和某银行联系，该行并未在

此处设置网点，民警由此判断这是

一个伪造的ATM机。

但卡在身上，钱又是怎么被人

在境外取走的呢？原来，当有被害

人按照伪造的 ATM 机操作界面指引

输入银行卡密码后，在西江留守的

王亮通过“向日葵”远程操作软件

对银行卡信息进行采集和复制，再

发送给远在浙江的陈鹏。陈鹏将非

法采集到的银行卡信息写入磁条介

质后带到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

家，通过“降级交易”（指在终端

具备读取 IC 卡能力的情况下，对既

有磁条又有 IC 芯片的复合卡，未使

用芯片方式进行交易，而使用磁条

进行交易）的方式取走该银行卡内

的余额。

引导侦查精准指控零口供

“我认识王亮，但不知道 ATM

机的事，我就来西江旅游过几天。

”2020 年 4 月 24 日，该案被移送雷

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

陈鹏全程“零口供”。经审查，承

办检察官认为，该案系利用技术手

段实施的跨区域、跨国境犯罪，犯

罪形式新颖，手段隐蔽、专业。为

实现对该案的精准打击，承办检察

官引导侦查机关围绕陈鹏的通信活

动轨迹、出入境记录以及被害人取

款信息，从犯罪时间和空间上对证

据进行收集固定，通过大量的信息

比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活动轨迹

、出入境记录和被害人取款时间高

度吻合，陈鹏的辩解在证据面前不

攻自破。

同年 12 月 24 日，经雷山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陈鹏犯

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王亮犯信用卡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一审判决作出

后，陈鹏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为由提出上诉。

今年 4 月 2 日，黔东南州中级法

院审查后，认为该案部分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

重审时，侦查机关再次补充了

陈鹏等人在雷山实施诈骗行为期间

王亮将复制的银行卡信息发送给陈

鹏的电子数据，并具以核实到了王

亮在一审中未如实供述的部分犯罪

事实。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

陈鹏承认了犯罪行为，愿意认罪认

罚，王亮也对之前未如实供述的犯

罪行为没有异议。11 月 9 日，考虑

到陈鹏愿意认罪认罚，法院以信用

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鉴于王亮

在之前的庭审中隐瞒其犯罪情节，

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 5万元。

与此同时，在该案的办案过程

中，雷山县检察院发现银行在自动

取款机网点管理中存在金融监管漏

洞和风险隐患，为延伸办案效果，

进一步化解金融风险，保障人民群

众的“钱袋子”安全，在和金融机

构开展多轮研讨的基础上，就该案

向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 8 家

银行以公开宣告、现场送达的方式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金融机构加大

对下设网点的信息公开以及日常监

管，并在景区等人流密集点张贴网

点信息，不定期向储户推送安全金

融信息，堵漏防漏。

在使用景区这个“ATM机”后他们的钱
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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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壽險免稅美國壽險免稅，，到底是免什麼稅到底是免什麼稅？？
都說美國壽險免稅大家基本都知道，可是細說起來，這

到底是免什麼稅？

人壽保險的身故賠償金
保單受益人免交收入所得稅

這裡要提醒下：退休帳戶401K(包括403B)裡面的錢，一
旦人過世，會立即轉給繼承人，算做繼承人的收入，需要一次
性把稅交了，剩下的錢才會給繼承人。

為什麼人壽保險不算做收入呢
道理很簡單：假如你有一棟房子，買了房屋保險。某天不

幸房子被火燒毀了，保險公司賠你保險金，這保險金應該算
你的收入嗎？當然不算！因為你的房子沒有了，這個保險賠償
金是補償這個房屋損失的錢，是Replacement而已！

運用在人壽保險上是同樣的道理。假設被保險人是家庭
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如果發生不幸的話，身故賠償金實際上
就是代替他這個人來繼續為家庭做經濟貢獻的呀。

這就是人壽保險的身故賠償金不算成收入所得的背後
邏輯。

以貸款方式從人壽保險裡取出的錢，
不算收入，也不用交收入所得稅。

有些經紀人在推銷人壽保險的時候，一些關鍵的細節沒
有說清楚，比如在這點上，就有意無意地模糊成“從人壽保單
裡取錢免稅”。

有儲蓄投資功能的保單才能有錢可以取。錢能取多少是
根據保單的現金值（Cash Value)來決定的。

為什麼要強調保單貸款呢?
本來人壽保險的身故賠償金是人過世後留給受益人的，

而現在我們所謂可以自己先用，實際上是向我們的保單受益
人提前去“借”身故賠償金來用。“借錢“的抵押物就是保單的
現金值。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保單能夠“用”的錢一定是在現
金值的數額之內。

既然是貸款，自然會有利息。但一方面這錢本來就是你
自己的，另外保險公司既然要把“活著的時候就能拿錢”作為
賣點，收取的利率都是極低的，有些甚至乾脆就是零利率。

遺產稅問題?
如果是一個單單的人壽保險，保險持有人（Policy Own-

er)是自然人, 人過世之後，身故賠償金是算入遺產總額來計
算遺產稅的。

隨著美國執政黨變換，遺產稅免稅額2026年面臨降低，
早做規劃很有必要。

外國人在美購買保險的稅務問題?
相比起外國人在美國購房，租金收入需要交收入稅；一

旦人過世，房子要被徵收高額的遺產稅（外國人的遺產稅免
稅額只有6萬美金，遺產稅稅率大約為40%）。美國的人壽保
單對外國人沒有收入稅，也不收遺產稅。

美國身份的人購買的國外保單?
有美國綠卡或者美國公民當然是美國的稅務居民。美國

國稅局只對美國的保險（美國境內購買的，受美國法律調整
的保險）有以上的稅務好處。

這是因為美國國稅局對每一份人壽保單都有Life Insur-
ance Definitional Testing和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測試。測試通過的才能享受免稅好處。

其他國家的儲蓄投資保單，都不符合美國國稅局的要求
，因此被視為是投資，加上這幾年美國對肥咖條
款的運用越來越得心應手，全球追稅躲都躲不掉
。

打算移民美國，購買非美國人壽
保險產品要謹慎。

美國國稅局並不給予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
壽保險產品同等待遇。

對於準備移民美國的人群，或已經移民（綠
卡持有者，公民），或已經成為美國稅務居民（其
他簽證類型，居留許可）的人群來說，不適合購買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儲蓄分紅功能的人壽保險。因
為這些保單產品，可能不符合美國國稅局7702
與7702G條款的規定，不但沒有享受到“免稅”待
遇，反而還有繁瑣的查稅和交稅環節。

7702條款具體定義
什麼是國稅局7702條款？
美國國稅局7702條款定義了聯邦政府可以承認的人壽

保險合同以及如何徵稅。7702條款對於身故賠償金額和保
單福利總金額進行了限制，並在聯邦稅收目的的框架下定義
了可以被視為“人壽保險”產品的標準。它適用於1985年以
後簽發的人壽保險合同。

簡單的說，7702條款，規定了一個人壽保險保單裡，投
保人最多可以放多少錢進去，進行免稅。

法律條款嚴格區分人壽保險產品和投資產品
在過去幾年間香港的壽險產品備受吹捧，身邊也不乏去

香港購買人壽保險的朋友。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香港地
區的保險是適應香港的稅法而設計的產品
，沒有同樣的要求。因此，客戶放進去的錢，
往往超過了美國國稅局IRS 7702條款允許
的最大值。這個時候，你原本購買的被稱為

“人壽保險”的保險產品，在美國稅法看來，
這時的保單合同已經變成了被稱為“Mod-
ified Endowment Contract”的投資產品，
超過免稅額的部分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金
。

既然不是人壽保險，那此關於人壽保
險“延遲納稅”，“免稅”，“享受稅收優惠”等
等益處，自然是無從談起。那麼接下來，當
您成為美國稅務居民時，就面臨交稅的問
題。

你需要定期交稅，並且手續複雜
美國國稅局IRS規定，美國稅務居民，購買美國以外的

保險產品，都需要為保費繳納額外的稅金，這款稅金叫做“外
國保險稅（Foreign Insurance Taxes）”。

IRS官方稅典關於外國保險稅費的說明
這意味著，從你成為美國稅務居民的那一刻起，你如果

在給一款海外保單付保費，那麼國稅局就要求你每個季度填
表，每個季度都需要報稅。具體的稅率，按照IRS的標準，如
果保費是$10.10, 那麼，稅就是 11 美分。

長期持有的驚人稅率
同時，對於不符合7702條例定義的非美國人壽保險保

單產品來說，如果保單裡的現金值部分有分紅利得，在美國
政府的眼裡算是個人資本利得，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以聯邦稅18%來算，假設每年投資回報率是6.00%，如果
你從35歲開始，每個月投入$1,000到保單裡，每年投入$12,
000，持續支付25年到60歲，那麼到60歲時，你將比現金值
完全免稅的保單多支出$64,507的稅費。如果到了80歲，考
慮保單的現金值免稅和付稅兩種情況，你將多支付$38萬的
稅費。

接受海外帳戶法案的監管
最後，按照美國政府“海外帳戶納稅法案（FATCA）”的規

定，有儲蓄分紅功能的保單算作海外金融帳號，需要申報。
如果有海外保單但不如實申報，一旦美國政府查到，每

一個沒申報的金融帳戶或保單罰一萬美元。在國稅局通知後
，30天內沒有遞表申報，每30天罰一萬，最多達6萬美元。

其他多種因素
人壽保險是一個中長期規劃，中途退保，就意味著很大

的損失。如果一個中國人多年前在美國以外地區購買了人壽
保險，移民美國或成為美國稅務居民之後，就會發現面臨上
述問題：是以承擔上述稅收問題為代價，繼續維持這張保單，
還是忍痛割肉？這就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另外，除了稅收優惠等諸多顯著優勢外，光是在保費成
本這一項上，也沒哪個國家比美國保單更有競爭力。反應在
保費價格上，就是美國人壽保險保單的保費遠低於其他國家
和地區。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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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讀懂美國如何徵收房產稅一文讀懂美國如何徵收房產稅

經過幾代的發展和改革，目前美國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
善的房產稅稅收政策體系，它以對不動產及其建築物等統一
徵收財產稅為主體，具備了稅率由郡、市政府根據各級預算
制定、完善的稅基評估機制、領先的評估技術和體系化的稅
收優惠政策等特質。其徵稅宗旨主要在於 為州及地方政府
提供持續可靠的財政收入，為城市基建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
。

美國的房產稅是州以下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和最重要
的收入來源，同時也其是平衡地方財政預算的重要手段，平
均占到地方政府總財政收入的50%以上（調整後口徑）。房產
稅徵收完成後，美國政府也規定房產稅支出要主要用於當地
的公共服務，包括消防、治安、道路交通、教育、環境改善等一
系列內容，其中用於地方公立學校的學區教育費用佔據了房
產稅支出的絕大部分比重，約占全部稅收入一半。

美國房產稅稅率一般“以需定收”，全美各個州總體在
0.2-2.5%的區間。稅基以房地產評估價值為主（乘以一定徵
稅比例），評估方式主要包括市場比較法、重置成本法、入息
收入法等等，不同州採取方式不同。美國各個地區徵收的房
產稅會根據稅率、稅基的調整而變化，在房價上漲較快的時
候也會動態調整稅負壓力，已經成為了居民在住宅消費上的
第二大支出。財產登記制度、網路化房產資訊管理、爭議解決
機制等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征管制度和繳納制度保障了徵稅
流程的效率，但拖欠的情況依然無法避免，每年還是有超過
100億美金房產稅金拖欠。

目前美國房產稅制度包括對納稅人的 稅收優惠，以及
限制地方政府無節制上調稅負權利的條款，這也是納稅人和
政府相互博弈的結果。優惠政策包括對特定人群免稅、減稅、
延期納稅和稅收抵扣。限制條款包括一系列稅率限制、房產
稅收入增速限制、評估價值增長限制等等。美國房產稅制度
通過差別化政策降低了不同收入納稅人的稅負壓力，目前房
產稅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在3%左右。

從3月7日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對房地產稅的表述來看
，未來我國房地產稅的設計會參考國際上的共性制度，包括
評估價值（目前上海房產稅稅基是新購房單價對應的應稅價
值）、稅收優惠、地方稅種、完善稅收征管模式等，而從美國近
兩個世紀完善下的房產稅制度以上元素都有所包括，無疑能
給國內帶來很好的參考。中國房地產稅的推進已經在加速，
通過國際上的比較能讓我們更加正視未來可能的方向，美國
房產稅報告是我們國際房產稅系列研究第一篇，後續也請關
注我們對其他國家內容的深入研究。

美國房產稅制解析
美國房產稅的歷史——兩輪制度變遷
房產稅作為國際通用稅種之一，最早由英國在1601年

在《貧困救濟》法案中以家庭稅（(Domestic Rate）的名義進
行徵收。而作為世界上稅制最完善的國家之一，美國在1787
年憲法的第一條第二款中授予了聯邦政府可徵收直接稅的
權力，其中就包括房產稅，其徵收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獨立
戰爭中巨額經費支出的需要。伊利諾州從1818年開始實行
一般財產稅制度，對各類動產、不動產實行同一稅率徵收。
到19世紀中期各州相繼獨立後，為了克服當時普遍存在的
財政危機，各州政府開始引進這一制度，陸續針對房屋進行
課稅。

第一輪制度——
二十世紀初期，隨著美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房屋價格

隨之水漲船高，其帶動的稅收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公眾支出
壓力，各級政府開始推動美國房產稅的第一輪制度變遷。

針對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的減免稅收政策、房產稅高於
一定稅額後的自動減免的斷路器（Circuit Breaker）等制度陸
續在各州建立。同時由於絕大多數稅負壓力由從州政府轉移
到了地方政府，房產稅的徵收和支配主體也發生了同樣的轉
移。

第二輪制度——
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陷入“滯漲”

困境，房產價格的上漲帶來稅負的急劇提升。美國各州再次
大規模出臺以稅收限制為特徵的新房產稅政策，開啟了房產
稅的第二輪制度變遷。期間最具有影響力的就是加州在1978
年的第13號提案，該提案囊括了計稅房價調整、交易環節減
免重複徵稅、稅收增長限制等方面，為其他各州重構房產稅
制度提供了藍本。

經過長期的運作和調整，目前美國業已形成了一套較為
完善的房產稅稅收政策體系，它以對不動產及其建築物等統
一徵收財產稅為主體，具備了稅率由郡、市政府根據各級預
算制定、完善的稅基評估機制、領先的評估技術和體系化的
稅收優惠政策等特質。其徵稅宗旨主要在於為州及地方政府
提供持續可靠的財政收入，為城市基建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
。

美國房地產市場概況和家庭稅負
美國實行多元化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屬性具有私人所有

、政府所有等多種形式。在90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中，主要分
佈在東部的私人土地約占58%，聯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的
土地約占40%，此外印第安人自留地占國土面積的2%。

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界定的
年住房開支超出年收入的30%即為“住房負擔過重”的

口徑，2015年全美有近3900萬戶家庭“負擔過重”，比例為
32%。同時，在美國對住房私有化相關政策的支持下，美國
各州的住房自有化率續提升，由八十年代中期的63.5%提
升至05年的近70%。但之後受金融危機及房地產市場泡沫
破滅的影響，近年來住房自有率有所下滑。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主持的美國社區調查的資料顯示，
全美各州平均家庭房產稅支出的中位數（按年度估算口徑）
由2007年的1838美元升至2016年的2340美元，在全美家
庭收入中位數中的比重由3.66%逐漸攀升至3.96%。其中紐
約州及其周邊新澤西州的家庭繳納的房產稅最高，中位數
超過7000美元，而密西西比、阿拉巴馬等州最低，不到1000

美元。

誰來徵收？用於何處？
——徵收主體和用途介紹

徵收主體為地方政府，也是其最重要收入來源
目前美國在房地產保有環節相關的稅種為不動產稅，徵

稅對象為土地和房屋，這也是財產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根據
美國統計局2015年統計報告的資料，約占財產稅收入的
75%)。由於美國實行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稅制
，三級政府各有其稅權範圍。因此 稅收立法權歸屬於聯邦和
州政府，而地方沒有立法的權力，只能在各州制定的稅法約
束下徵稅。但與此同時，房產稅的徵收主體為地方政府（郡政
府、市政府和學區），主要用於提供消防、治安、道路交通、教
育、環境改善等公共服務。

從財產稅的口徑衡量，財產稅在各級政府所占的比重各
有不同。州政府的稅收收入來源較為多樣和均衡，銷售稅、
所得稅、財產稅和政府間的撥款等均占一定比重，從2015州
和地方政府財政統計的資料來看，財產稅只占其中的18%。
而對於縣、市鎮、學區、特區等地方政府來說，財產稅的占比
則較高，主要在50%-75%之間，其中特區更是高達約95%，
幾乎全部依賴於財產稅。

單從房產稅來看，歷經兩個多世紀的改進，美國的房產
稅已發展成為州以下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和最重要的收入
來源，同時也其是平衡地方財政預算的重要手段。美國統計
局的資料顯示2002年以來房產稅占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不
斷提高，目前約占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70%-75%，剔除聯邦
和州的轉移支付收入後，占總財政收入的50%左右。例如在
新澤西州和密西西比州，2015年房產稅收入占總收入高達
90%以上。

主要用於地方政府公共開支，也是該地學區品質的重要
保障

美國房產稅主要用於地方政府的公共開支，同時具有較
為透明的房產稅支出披露體系，每個業主在年末亦會收到政
府的納稅單，其中就包括上一年度所繳納的房產稅的支出用
途。支出通常主要分為三大類：一是學區教育，二是消防、警
務、殘疾人援助、老年人服務、地區道路橋樑建設維護等公共
基礎設施和服務，三是地方政府的日常開支。其中用於地方
公立學校的學區教育費用佔據了房產稅支出的絕大部分比
重，約占全部稅收入一半。典型的如新澤西州的李堡市，2015
年財政年度徵收房產稅約為6300多萬美元，其中代學區徵
收的近3200萬美元，占比超過50%。(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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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大多市、鎮均設有獨立於市、鎮政府之外的學區，
其主要職責在於管理學區內教育事物，為學區內青少年提供
教育服務。同時學區的經費也主要來源於房產稅，並且多由
市、鎮政府稅務局代為徵收。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在
2007年到2008年之間，全美公立教育中，只有8.1%來自聯邦
政府，其餘48.3%來自州，43.7%來自地方，而正如前文所述，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體即為房產稅。因此在房產稅率較高
的地區，由於得到了更大的財政支持，其提供的公共教育品
質也往往更佳。

如何徵收？如何繳納？
——稅基、稅率、繳納方式介紹

“以需定收”方式確定稅率
美國房產稅的法定稅率一般在地方政府預算立法程式

中規定。在稅率形式方面，採取相對簡單且易於操作的比例
稅率，通過“以需定收”的方式來確定稅率。具體為每年地方
政府 根據當年財政預算要求，再綜合考慮非房產稅來源的
其他收入，兩者相減得出需要徵收的房產稅收的缺口總額，
然後除以房地產評估淨值得到名義稅率。推導計算公式為：

法定稅率=(預算支出-非房產稅收入) ÷房地產評估淨值
=(預算支出-非房產稅收入)÷(總評估值-豁免-減免-折扣)

目前美國全國的51個州在房地產的保有環節都開徵了
房產稅，各地稅率差異較大，根據美國資料網站WalletHub
的統計，總體分佈在0.2%～2.5%的區間之內。房產稅率最高
的三個州為新澤西、伊利諾伊和新罕布夏，其稅率均超過2%
；最低的三個州為夏威夷、阿拉巴馬和路易斯安那，稅率均低
於0.5%。

核心在於不動產價值的估算
稅基為評估價值的一定比例
美國房產稅的稅基由房地產評估價值的一定比例（徵稅

比率）確定，主要經 州政府主持完成。由於前文提及的美國
在聯邦和州之間實行徹底的分稅制，房產稅作為地方的主體
稅種，各州估值方法和徵稅比率都不盡相同。例如賓夕法尼
亞州的相關法律規定，房屋價值的評估採取可比價格法，法
定徵稅比率僅為32%，而加利福尼亞州則採用了重置成本法
評估房屋價值，徵稅比例達到40%。某一處房地產的稅額可
以由以下計算公式表示：

房地產淨稅額=稅基×法定稅率-稅收優惠=（評估價值×
徵稅比率）×法定稅率-稅收優惠

三種估值方法：
市場比較法：又稱可比價格法，即通過比較最近在市場

被售出的類似財產的價格來估價，具體為比較近6個月內三
四個在附近已售房屋的價格，根據地塊大小、房屋面積、房型
、房齡、房屋設施等進行調整。這是美國徵收不動產稅最常用
的估值標準，也為絕大多數州所採用。該方法對於自有住房
類不動產的價值評估較為合理和有效，但對工業和商業財產
的適用性較低。

重置成本法：主要考慮重建同樣房屋所需成本，然後根
據地價以及折舊進行調整。主要適用於通常不會產生所得，
且可比交易很少的房產的估價。同時重置成本作為評估標準
，使房產稅的評估工作大大簡化，管理者只需保持房地產的
銷售記錄。目前美國有少數幾個州，如加利福利亞、佛羅里達
、密歇根等州採用了此方法。

入息收入法：通過預計財產的預期收益來估計財產的價
值，對於持續產生收益的不動產，如公寓、商店、寫字樓、停車
場和農業用地等，此方法較為有效。例如紐約曼哈頓公寓的

房產稅稅基就是根據其租金來估算的，不同租金層級的房
屋具有相對應的房產稅。

在對房產價值的重估週期上，各州亦採用了不同的制
度，週期在1-10年不等，主要分為 年度重估、部分重估和全
週期重估三類：三類重估週期：

年度重估：根據市場的變化，每年都對所有不動產重新
估價。

全週期重估：是指不動產在特定的年份被估價後，直到
下一次規定的估價年份之前，其估值不變。但如果不動產在
這期間被新建、損壞或改變用途，則需重新估價，估價週期
通常在2-10 年之間。

部分重估：是指在全週期重估的同時，每年都對一部分
不動產進行重新估價。例如某地區法定重估週期為三年，則
每年區內三分之一的不動產進行重估，同時在第三年，所有
不動產都將被重估。

征管制度與繳納程式
美國房產稅的徵收管理工作一般由州和地方政府共同

完成。具體職能分配上，州政府負責制定統一的全州評估標
準和流程，而地方政府則需要在建立評估委員會、劃定稅收
評估區的基礎上，接著對轄區內的房產價值進行估算，最後
報備州政府統一後轉由地方稅務部門執行。若評估價值發生
爭議，地方政府還需負責相關調解工作。

在美國繳納房產稅的手續較為簡易，各地按季度、半年
或按年度徵收，每個房主會于定期收到地方稅務部門寄送
的 納稅通知，房主在規定期限內通過支票或網路支付的途
徑完成支付即可。通常法定一年徵收一次的地區的房產估值
辦會在當年12月向房主寄發房產稅表，而房主則需在次年
一季度末之前一次繳清稅費。

延期權利和處罰條款
在美國國內稅務局（IRS）稅表申報的頁面的檔中顯示，

美國房產稅的納稅人享有 延期申報的權利，期限通常為30
日。若未能按期繳清稅費，稅務機構會處以罰款和加收滯納
金，同時估價員也可在現有估價基礎上施加10%的懲罰。若
長期欠稅（一般為三年以上），許多地方的政府將有權處理並
出售房主財產以抵扣稅費。據美國稅收留置權協會(NTLA)最
新的資料顯示，全美每年拖欠的房產稅金的規模在120億美
元上下。

有何優惠？有何限制？
——美國房產稅優惠及限制條約
紛繁多樣的稅收優惠政策
如前文所述，美國房產稅稅制經歷了兩輪大規模的制度

變遷，而相應推出的惠及納稅人的稅收優惠政策和限制地方
政府稅負權力的限制條款，也是納稅人和政府相互博弈的結
果。在美國國內稅務局（IRS）的納稅人享有的權利和低收入
者納稅指南的頁面，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美國房產稅優惠政
策主要分為三大類：

1、實行 直接的減稅和免稅形式，例如居民在購買的第
一套非經營性自用房產時免稅，同時會按各州規定的免征面
積和免征額度，對居民的普通住宅給予免征優惠，往往從第
二套住房起征房產稅，而之後的住房稅率將會增長。

2、針對 弱勢群體的延期納稅條款，同時當納稅人的房
產價值大幅升值時，納稅人可先按該財產的原價值繳納稅款

，而差額則可以延期繳納。
3、主要針對 低收入人群的稅收抵免制度，部分區域對

低收入群體實施住房抵免，抵免額可以抵減個人所得稅或者
退休現金等，有效減輕納稅人的稅負負擔。當納稅人繳納的
財產稅與其個人收入（或繳納的個稅）的比例超過了稅收抵
免的法律規定（各州設有不同的比例），則政府會將超出部分
按比例返還給納稅人。

體系化的限制條款
雖然美國房產稅的徵收主體為地方政府，同時擁有著通

過年度財政預算調整稅率的權力。但為了制約地方政府對於
稅負的無節制上調，美國各州均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條約。
在美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
cy）中發佈的重點政府報告頁面內，列舉了較為完全的美國
房產稅稅收限制條款，主要分為稅率限制、稅收收入和支出
限制、評估價值增長限制、充分披露要求等幾類。

1、稅率限制
具體操作上既有對總稅率的限制，也有分州、縣、市、鎮、

學區等區域分別限制其稅率，目前全美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州
制定了相應的限制條款。例如在阿拉巴馬州，在規定州的總
稅率不超過0.65%的同時，還分別規定了縣政府用於一般用
途的房產稅稅率不超過0.5%，用於債務還本付息用途的房
產稅稅率不超過0.25%，用於債務還本付息以外用途的房產
稅稅率不超過0.5%，學區的稅率不低於1.0%等。

2、收入和支出限制
全美約有9個州對房產稅收收入或支出的增長設置了

限制。其中有將收入和支出綜合考量限制，也有單獨限制支
出或收入。例如在加州規定，州和各地方政府房產稅稅收收
入的 增長不得超過生活成本的變化和人口的變化。

3、評估增長限制
全美約有19個州及特區對 各類型房產評估價值的上漲

幅度設定了限制。同時部分州將不同類型用房的評估價值相
聯繫制約，例如假設自住用房的評估價值增長率低於3%，則
另一類別的農用房地產的評估價值也將受其限制。

4、充分披露要求
主要分為三類，一是要求對相對上年增稅時的披露、二

是要求對相對上年不增稅或者減稅的披露，三是要求對恒定
稅率的披露。目前全美有11個州存在此類限制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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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10224C簡 房地產現況 PAGE 2

(下)

Mandy

一文讀懂美國如何徵收房產稅一文讀懂美國如何徵收房產稅



AA66星期一       2021年11月22日       Monday, November 22, 2021
人民日報版

焦点话题

首批国家公园的公布，让各地自然博物馆热
度空前。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东北虎标本成为
馆内的“明星”展品，不少观众排着长队只为一
睹“森林之王”的风采。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暨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
馆 （以下简称为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始建于 1987
年，其前身为吉林省博物馆自然部。2001 年，吉
林省自然博物馆移交东北师范大学管理，形成

“一馆二牌”建制。
独特的吉林地理元素、10 万件各类标本、特

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自建馆以来，吉林省自
然博物馆致力于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
研究，以提高公众自然科学文化素养和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为主旨，着力打造集科普教育、收藏研究、
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现代自然博物馆。

长白山“搬”进博物馆

吉林生态环境优美，首美在长白山。吉林省
自然博物馆把长白山“搬”进了馆内，让观众切
身感受长白山神韵。

长白山拥有完整的温带山地生态系统，从山
脚到山顶，随着海拔升高，气候、土壤、植被等
都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从温带到寒带不同的自
然景观。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采用仿真模拟技术，将长
白山庞大的生态系统微缩到展馆中。在“山之
魂”“林之韵”展区，模拟的垂直景观带有 6层楼
之高，顺阶直上游林海、观鸟兽，“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沉浸式地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首先进入的是落叶阔叶林区，这里树木参
天，森林茂密，白桦与山杨伴生形成独特的景
观。抬头望去，树杈上栖息着两只全身金黄的黑
枕黄鹂，仿佛就要一展清亮的歌喉。林荫下闪现
出几只花尾榛鸡的身影。

顺着台阶往上走，一片红松林映入眼帘。这
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长白山现有的300多种脊椎
动物，绝大部分生活在这一区域。林中有一只模
样呆萌的黑熊，站在树洞旁觅食。黑熊视力较
差，俗称“黑瞎子”，但嗅觉较为灵敏，会游泳，
甚至可以横渡急流。

随着“海拔”升高，植被从阔叶林变成针叶
林。耐寒的针叶林四季常青，独特的尖塔形树冠
令人称奇。一只头部细长、背上长满刚硬针毛的
野猪，正张嘴露出獠牙，与对面的东北虎对峙。
野猪平时胆小怕人，但防御时却异常凶猛。东北
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凶猛、谨慎，独来独
往，没有固定巢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
山支脉老爷岭南部区域，今年 10 月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公园名单。与东北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顺
的狍子，它们胆小且生性好奇，一旦受到惊吓便
会迅速奔跑逃离，但跑一段后常停下来回头张望。

台阶向上逐渐变陡，在悬崖峭壁间，一道
“银河”凌空而下，这就是模拟的长白瀑布。遥看
瀑布，似玉带天坠，蔚为壮观。

再往上走，严酷的自然环境使那些不惧风霜
的劲松也销声匿迹，只有一片岳桦林在这里顽强
地生存。在迎风坡上，由于疾风劲吹，岳桦的树
干向着背风面倾斜生长，这种独特扭曲的造型，
宛如艺术家精心雕塑的作品。

走向“山顶”，视线变得开阔。矮小的灌木、
垫状草本植物和苔藓、地衣交织在一起，形成广
阔的地毯式植被。眺望远处，可以看到长白山天
池微缩景观。天池畔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由于
高海拔地区紫外线强，生长在这里的花朵硕大且
色彩艳丽，花期短而集中。每当花季来临，各色
各样的花朵争相绽放，绚丽迷人。

吉林土贴上“身份证”

吉林黑土声名远扬，其实黑土是一个概括性
名称，可以细分为多个土壤类别。吉林省现已探明
192种代表性土壤类别。这些土壤标本齐聚吉林省
自然博物馆，向人们讲述着吉林大地的沧桑变化。

在博物馆土壤研究室，一袋袋土壤标本依次
悬挂排列。每个袋子上都贴有标签，这是土壤标
本的“身份证”，记载着它们的标号、采集年份以
及产地的经纬度。为了采集、整理这些土壤标本，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土壤组工作人员花了6年时间。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博物馆老一代工作者就
曾采集过一些代表性土壤标本。然而令人惋惜的
是，受到当时技术水平限制，采集到的土壤标本
无法长期完好保存。2014 年，土壤采集工作再次

启动。经过艰辛的野外采样作业，2019 年，工作人
员终于将全省192种代表性土壤样本全部集齐。

采集工作结束后，还要进行测量鉴定，将土
壤制作成标本，分类保藏、展示。“进行这项工作
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地之母’翻译成土壤学领
域的百科全书。”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刘宇
说。近年来，东北地区黑土层面临变薄、变瘦的
压力。“希望通过博物馆的展示、介绍，让公众对
土壤产生科学的认识，呼吁人们在利用土壤的同
时也要进行有效保护。”

科学分析研究土壤样本，对于农业生产和社
会生活也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吉林大学、吉林
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与吉林自然博物
馆深度合作，探索通过研究土壤提高农作物产
量、监测地区环境变化等课题。

增长知识 亲近自然

“大约 170 万年前，第四纪更新世开始，中国
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冰天雪地。这里生活着一群
耐寒的哺乳动物，它们多数身披长毛，以适应严
寒气候。”在“化石世界”展区，一群初中生认真
听着讲解，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东北第四纪灭绝动
物化石。

眼前这具披毛犀骨架化石，1990 年出土于吉
林松原，是我国最完整的披毛犀骨架化石之一。
披毛犀头上本来长有 2只角，但由于是角质的角，
不是骨质的，不能保存下来成为化石。在它的旁
边，是一具吉林乾安出土的原始牛骨架化石。原
始牛生存于距今40万年-1万年的晚更新世。吉林
省自然博物馆收藏的这具原始牛化石，是亚洲保
存最完整的原始牛骨架化石，堪称“镇馆之宝”。

猛犸象是冰河时期的庞然大物，曾广泛分布

于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北半球寒带地区。展厅里
再现了猛犸象埋藏现场，猛犸象的头骨、门齿、
下颌、脊椎等埋藏在土中。走进“探索之角”，通
过观看影像，可以了解大型脊椎动物化石发现、
发掘、修复、复原、装架的全过程。

在“蝴蝶谷”展区，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0 余
件珍稀蝴蝶标本陈列在环形展墙上，对面的声控
幻像仪生动展示着蝴蝶的一生。从各类蝴蝶的产
地、特征，到蝴蝶的身体结构、防御机制等，工
作人员的讲解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原来
小小的蝴蝶身上竟然蕴含了这么多奥秘。

欣赏完蝴蝶标本，还可以参加“蝴蝶探秘”
体验活动。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制作蝴蝶标本，手
绘蝴蝶制成“邮票”，在有趣的活动中增长知识。

“蝴蝶探秘”是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近年来主打
的品牌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探秘自然”的一部
分，此外，还有“奇趣甲虫”“鸟类野外识别”

“植物奥秘”等多个主题活动。“‘探秘自然’让
孩子们在城市里也能近距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吉林省自然博物馆馆长王占
良介绍，目前，相关研学课程正积极走出展馆、
走进校园，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生活，培养他们探
索自然的兴趣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近年来，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结合自身优势，
着力建设“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生态环境科
普基地”。博物馆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合作关
系，每年联合举办“地球一小时”“世界老虎日”

等主题教育活动。今年“世界老虎日”来临之际，吉
林省自然博物馆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带领大家走
近博物馆中的老虎，了解关于老虎的知识。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李中原说：“未
来我馆将继续在科普教育、收藏研究、互动研学
等方面下功夫，为公众增长知识、亲近自然提供
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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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展示黑土标本。本报记者 李家鼎摄

“蝴蝶谷”展区展示的蝴蝶标本。 李 洋摄

原始牛骨架化石。 李 洋摄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兽之趣”展区。 李 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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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英帝国续命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把时间

拨回到一战后。一战对英国国力造成

严重消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南非等国独立倾向日益严重。英

国为维护自身在这些殖民地的利益，

只能做出妥协，将上述国家升格为自

治领，承认其内政、军队独立，具备

有限外交权利。

1931年，这些国家以平等独立国

家的身份，组成了“the British Com-

monwealth of Nations”，即英联邦。

此时，这些国家距离彻底独立，只剩

一步之遥。

以有色人种为主体的普通殖民地

则地位更低，依旧承受着英国的殖民

统治。巴巴多斯便是殖民统治的一个

缩影。

这个海岛位于加勒比海，是英国

最早的美洲殖民地之一，原本可以成

长为类似美国或新西兰那样，以白人

为主体的自治领。

然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改变

了这座岛的命运。这里地处热带雨林

气候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非常适

合甘蔗的生长。制糖的暴利导致土地

兼并加剧，岛上的贫穷白人纷纷卖掉

土地，移民北美大陆。大庄园主们则

引进黑奴作为廉价劳动力。

最终，整座岛变成了一个大号种

植园，成为与英帝国经济高度绑定的

原材料产地。岛上民众的主体也变成

了欧洲殖民者与黑奴、原住民混血的

加勒比黑人。

二战后，各个殖民地民族意识觉

醒，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推高了殖民

统治成本。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受到严

重破坏，英国虽为战胜国，却再也无

力维持其庞大的殖民帝国。加之主导

国际秩序的美、苏都对殖民主义观感

负面，大英帝国趋于解体。

1949年，为了减少非殖民化对自

身的冲击，英国与其主要的前殖民地

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斯里兰卡

、印度、新西兰、巴基斯坦、南非一

同改组了英联邦。

改组后的英联邦不再以效忠英国

君主为基础。且名称为体现非殖民化

，也去掉了和英国有关的描述，改为

了"Commonwealth of Nations"。

不过，这一组织的中文翻译依旧

是英联邦。可能正是这个翻译名导致

了一种常见误解，认为英联邦成员国

国家元首都是英国女王。

其实不然，将英国女王视作国家

元首的组织是英联邦王国(Common-

wealth realm)，这一组织去掉巴巴多斯

共有15个成员。而且即使是英联邦王

国的成员国，在事实上也相互独立，

并不互相隶属。也不受英国实际统治

。

目前，巴巴多斯已经退出了英联

邦王国，但是否退出英联邦仍未做出

表态，且大概率会维持现状。如果说

离开英联邦王国，是对殖民历史的清

算，那留在英联邦，就是为了实实在

在的国家利益了。

谁的英联邦

前殖民地能自愿留在英联邦，与

这个组织的性质有分不开的关系。二

战后，各殖民地去意已决，强烈反对

任何维系殖民统治的尝试。但另一方

面，大部分殖民地都希望平稳过渡，

独立不要对经济、文化、外交、社会

生活造成太大冲击。

英国在殖民地有大量投资，殖民

地也是英国的重要市场。英国的价值

观与生活方式都深刻影响着殖民地的

上层人士，而这又会转化为影响力与

外交关系。英国希望尽量减少非殖民

化对英国的打击，不要与前殖民地反

目成仇，尽可能维系上述联系。

想要把有合作意向，但是文化差

异巨大、具体诉求不同的各方团结在

一个组织之内。就必然伴随很多妥协

，并牺牲组织的针对性和一致性。同

时，英联邦正式成立的时代，英国身

处内忧外患，还在适应帝国疆域缩小

的现实。

所以，其成立显得相对仓促。这

些问题综合起来，让英联邦变成了一

个自我定位并不清晰的松散组织。强

国主导下的联合国，尚且能总结出宪

章和义务。仓促形成的松散英联邦却

什么都没写明白。

不过，这种模糊也让英联邦对成

员国的限制较少，达成经济、外交合

作的成本也更低。虽然未能吸引到中

东前殖民地加入，但是英国争取到了

印度、巴基斯坦与南非这些重要的前

殖民地。

由此，英国维系了与这些地区的

经济、文化交流。为自身在这些地区

维持长期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就是

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功起到了为

大英帝国续命的作用。

英联邦有一套运行机制：成员国

会派出代表常驻英国，组成理事会。

并设有对理事会负责理的秘书处，以

组织和协调英联邦活动，促进成员国

之间的关系。

英联邦理论上的首脑是英王，但

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秘书处的首脑——

秘书长。同时，一些高级别国际活动

也会设有英联邦的席位。

英国是英联邦的核心，是重要的

资金来源，也是众多白人国家文化上

的母邦。然而经过70年的风云变幻，

英国国力相对下降，其主导作用被不

断削弱。没有明确目标的英联邦也因

时而变，跟成立之初已不尽相同。

1949年英联邦设立时，英国身为

战胜国，是西欧第一强，是英联邦国

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和贸易伙伴，经

济关系藕断丝连。白人国家中仍存在

一定数量的保皇派，认同英国是自己

的母邦。

就是说，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声明

中的平等只是相对的。此时的英联邦

，可以近似理解为“后大英帝国”。

时代在发展，加拿大与美国的联

系越来越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

与美国、日本、中国成为重要的贸易

伙伴。即使是最老牌的前殖民地，也

随着与英国经济联系的削弱，淡化了

对英国的认同。

更不用说南非白人政权，

从民族、到价值观、再到统治

方式都与英国不同。以至于在

1961年之后，因为种族隔离被

英联邦除名。

即使是英国本身，也不得

不承认大英帝国辉煌不再的事

实，加入了欧共体，把经济合

作的重心放在了欧洲内部。换

句话说，到20世纪70年代，

英联邦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近年来，印度靠着人口红

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

一度超越英国。这势必转化为

在英联邦中的影响力。于此同

时，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泛滥，

对于英联邦的认同也在下降。

印度对在英联邦的框架内攫取

更多影响力恐怕兴趣有限。

去殖民化的漏网之鱼

英联邦重要性有所降低，

而成员国却变得越来越多，连

从未有过被殖民经历的莫桑比

克与卢旺达，也先后加入。这

与英联邦内部的扶贫功能有重

要的关系。

通过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

(CFTC)，成员国可以获得实际

好处。因为这一基金旨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所以资

金会向落后国家倾斜。

吸纳落后国家作为新会员

的同时，英联邦开始强化内部

管理。1995年，英联邦部长级

行动小组(CMAG)成立，改变

了以往规范手段只有道德约束

的局面。该小组专职处理持续

违反英联邦原则的政府。用经

济制裁、暂停会员资格等手段

加以惩罚。

同年，尼日利亚因判处关

注石油污染问题的社会活动家

死刑后，而被暂停会员资格。

2000年，斐济推翻民选政府后

也遭遇了同样的处置。相似的

还有2002年穆加贝统治下的津

巴布韦。

当然，也有主动退出的国

家。比如2013年怒斥英联邦为

“新殖民机构”的冈比亚

（2018年又重新加入）。

截止2019年，英联邦有54

个成员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

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

9 万亿美元，其中 78%来由

3.124万亿美元的英国、3.050

万亿美元的印度、1.652万亿

美元的加拿大，以及1.379万

亿美元的澳大利亚组成。

可以说，目前的英联邦是一个印

度、英国这样的制造业强国与加拿大

、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强国之间互通

有无的大市场，也是英国维系其世界

影响力，特别是与其他强国争夺对非

洲影响力的平台。

显然，这样的游戏对于既不是强

国、也不是白人国家、还不是非洲国

家的前殖民地小国来说便意义有限了

。巴巴多斯便属于这样的国家。

目前，它是全球著名离岸金融中

心；旅游，轻工制造和信息服务业同

样发展迅速。巴巴多斯虽然依赖外资

，但能够提供外资的早已不仅仅是英

国了。所以，巴巴多斯才敢脱离英联

邦王国。事实上，2007年时，该国政

府甚至考虑过直接脱离英联邦。

英联邦诞生于一个现代出现的前

夜，那是一个世界格局、秩序观念都

与今天大不相的时代。

随着越来越多符合新时代需要的

国际组织涌现，成为更加重要的国际

交流平台，依旧带有浓郁殖民时代气

息的英联邦，逐渐衰落并不令人意外

。令人意外的是，它竟然能坚持到今

天。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英国女王，被辞退了

2021年10月20日，巴巴多斯现任总督桑德拉· 梅

森当选首任总统。这次看似换汤不换药的选举，实则

意义重大。

这意味着，到下月梅森正式就职时，她将取代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担任巴巴多斯国家元首（之前

参众两院已通过相关法案）。而该国也将清算殖民时

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那么问题来了，巴巴多斯就此退出英联邦了吗？

英联邦究竟是什么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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