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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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洗钱”，这个词似乎总是与

电影里的军火交易商、贩毒集团关联，

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把黑钱洗白

，也就是将犯罪或其他非法所得，通过

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转化，使其在形

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美

国黑手党的一位金融专家开了一家投币

洗衣店，每天晚上结算款项的时候，他

都会把那些非法所得的钱作为洗衣店的

收入去税务局纳税，由此来掩盖这笔钱

的真实来源。

于是，我们就把这种将见不得光的

钱变成合法的行为称为“洗钱”。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行为离我们并

不遥远，人们常用的微信、支付宝、银

行卡，都可能成为不法分子“洗钱”的

工具。但众所周知的是，洗钱是一种违

法犯罪行为，帮人洗钱同样也是一种犯

罪行为，那么，自己洗自己的钱也犯罪

吗？

“自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

“自己洗自己的黑钱，也是犯罪。

”近期刚办理了上海市首例自洗钱案件

的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项依琦告诉记

者，洗钱和自洗钱唯一的区别就是由谁

来洗，别人洗就是“他洗钱”，自己洗

就是“自洗钱”。

通俗点举例，就是张三售卖毒品后

，将赌资混入自营公司的营业收入中，

则同时按照毒品犯罪和洗钱罪（自洗钱

）定罪。

自己洗自己的钱为什么是犯罪呢？

项依琦介绍，在2021年3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

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仅仅将“他洗钱

”（他人帮助洗钱）行为单独入罪，而

将上游犯罪分子“自洗钱”的行为看作

是其犯罪的附属行为，被上游行为所吸

收而不再单独评价。在自洗钱入罪前，

其仅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十一）》，其中对洗钱罪作出了新

规定，不仅为他人洗钱构成罪，“自洗

钱”也构成洗钱罪，即行为人实施毒品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

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后

，为掩饰、隐瞒自己的犯罪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将财产转

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转账

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

转移资产等行为的，单独构成洗钱罪，

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

“这就意味着3月1日之后，‘自洗

钱’行为构成洗钱罪。”项依琦说。基

于此，项依琦作为承办检察官办理了上

海市首例自洗钱案件。

在这起自洗钱案中，被告人程某利

用信用卡诈骗被害人人民币12万余元。

在2021年3月至4月间，程某将诈骗所得

的其中6000元先转入自己支付宝，再转

至本人银行卡提现后用于借贷给他人及

经营性支出。

2021年 9月，浦东新区检察院以信

用卡诈骗罪、洗钱罪（自洗钱）对程某

提起公诉。

“程某将信用卡诈骗所得的钱，先

跟自己账户里的钱混合在一起，再通过

银行卡把钱转出去，投入到棋牌室等现

金流动较密集的经营行业，通过这种模

式获取收益，达到把黑钱洗白的目的，

也就构成了自洗钱犯罪。”项依琦说。

自洗钱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项依琦看来，要构成自洗钱犯罪

，首先要满足7类上游犯罪，即行为人

实施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

骗犯罪，也就是说你的黑钱要通过这7

类犯罪所得。

“其次，洗钱有一些常见的手法，

比如说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

也有通过商场、饭店、娱乐场所，把钱

放入这类现金密集型的场所跟他们的经

营收入相混合；比如虚构交易，就是一

些假的交易，通过虚设债权债务、虚报

收入等方式，这些都可以认定为洗钱，

其核心是在于实施了把这个黑钱漂白的

一个经过。”

项依琦说，从目前上海、江西、安

徽、福建等地都办理了全省（市）首例

“自洗钱”案来看，其表现形式还是比

较丰富的。

山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宣判的

首例“自洗钱”案件：11月2日，经山

东省肥城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

卖毒品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李某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3万元。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李某为逃避

公安机关的打击以及掩饰其贩卖毒品所

得来源，使用他人身份注册微信，收款

后再将毒赃转移的行为，属于“通过转

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情形，其目的系为掩饰毒品犯罪所得及

收益来源。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洗钱

罪。

安徽省检察机关起诉并获判决的首

例“自洗钱”案件：7月13日，由安徽

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费某

、程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洗钱一案，经

法院公开审理后当庭作出宣判，被告人

费某因犯贩卖毒品罪、洗钱罪，被一审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

万元；被告人程某某因犯洗钱罪，被判

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费某收取毒

资后，为掩饰隐瞒毒资性质，让他人提

供资金账户保管毒资，“小额多笔”转

回毒资，就属于“自洗钱”，因此在构

成贩卖毒品罪的同时，还构成洗钱罪；

程某某明知是他人贩卖毒品所得毒资，

并提供资金账户代为保管和转移，也构

成洗钱罪。

江西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获有罪

判决的首例“自洗钱”案件：8月26日

，江西省芦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曹某

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洗钱罪案，法院一审宣判，以被告人曹

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处罚金4.1万元。

经查，自2021年1月开始，曹某某

在贩卖毒品过程中为掩饰、隐瞒贩卖毒

品所得，利用其妻子温某某的支付宝、

银行卡等多个账号转移贩卖毒品的犯罪

所得，用于套取现金和网络赌博游戏充

值等，属于“自洗钱”。

自洗钱最高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自洗钱目前是没有入罪门槛的，就是你

只要实施了下列五种行为，就够成犯罪

，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项依琦说。

根据刑法，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

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

方式转移资金的；

（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021年3月1日后，司法机关不仅追

究毒品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刑事责任

，还要追究掩饰、隐瞒自己的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来源、性质行为的刑事责任，

让犯罪所得无处可藏。

对检察机关而言，“自洗钱”入罪

是刑法对洗钱犯罪作出的重大调整，检

察机关将遵循加大对洗钱犯罪惩治力度

的立法原意，理解好、执行好刑法新规

定。

最后，检察官表示，洗钱犯罪助长

上游犯罪，危害金融秩序，千万不要为

了贪图不法利益铤而走险。同时，公众

需提高法律意识，守住法律底线，识别

洗钱风险，远离洗钱犯罪，共筑健康有

序的金融秩序。

检察官同时提醒：

1. 自行“清洗”赃款也是犯罪，切

勿触碰法律红线；

2. 选择合法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业

务，抵制地下钱庄交易；

3. 不要以自己或公司名义为他人开

设账户，更不要使用上述账户为他人转

账；

4. 洗钱方式千千万，保护好个人信

息最关键。

自己洗自己的钱，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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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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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一
个多月时间，海外华侨华人对这场

“冰雪盛会”热情满满。组成五环
方阵，高唱冬奥歌曲，组织庆祝游
行，举办书法绘画比赛……全球多
地华侨华人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和支持。

“我可以用手上的画笔为冰雪
冬奥添上绚丽的色彩”“我们与祖
（籍） 国心贴心，对北京冬奥会满
怀期待”……海外华侨华人对北京
冬奥会的热望溢于言表。

全球华侨华人热望北京冬奥
本报记者 高 乔

活动“动感十足”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民公园，醒目的横
幅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三种语言写着北京冬
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一条由舞龙舞
狮、奥运五环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吸引了路人的
驻足观赏。近日，这场由墨西哥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等 20 多家侨团举办的“一起向未来”旅墨
华侨华人祝福北京冬奥会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当
地华侨华人的广泛参与。

“活动现场，随处可见带着红色口罩的人。
我们为每个参与活动的华侨华人分发口罩，给对
活动感兴趣的市民赠送口罩，这既为活动提供了
防疫保障，也增添了活动的喜庆色彩。”墨西哥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焦美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红色口罩是主办方为这次活动选取的特色
元素，“鲜艳的红色口罩，表达了我们与祖（籍）国
心贴心、对北京冬奥会满怀期待的心情”。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渐临近，海外侨胞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聚焦北京冬奥会。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著名地标红场，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组织莫
斯科华侨华人、驻俄中国企业代表和莫斯科当地
友人，通过打太极、录制祝福视频等方式，表达
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和祝福。在欧洲，旅居比利时
的华侨华人、留学生，以视频形式举办“喜迎北京
冬奥会”座谈会和征文比赛颁奖仪式，畅叙他们对
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在美国，从11月到12月，
美国广西侨胞总会和美中东盟总商会在广西侨联
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座谈会、庆祝游行、文艺晚
会等 3 场“侨界支持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系
列活动。

“在我们举办的‘侨界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
会文化节’游行活动上，大约有 2000 名华侨华
人和当地民众参与，是纽约侨界今年规模最大的
游行，规模相当于往年的春节游行。”美国广西
侨胞总会会长韦家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这次
活动主题是迎接北京冬奥会，因此吸引了不少年
轻侨胞和留学生一起参与。在游行队伍中，有穿
滑雪服的，有滑滑板的，有骑单车的，游行现场
可以说是“动感十足”。

热情难以阻挡

近日，由福建省侨办、省海外联谊会指导，
华人头条主办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北京冬奥会主题
绘画大赛暨海外侨团及国际友人祝福冬奥会视频
展播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启动仪式。仪式
上，11岁的巴西德馨双语学校学生魏梓伊说：“我
的力量很微薄，但是我可以用手上的画笔为冰雪
冬奥添上绚丽的色彩，为冬奥健儿加油助威。”

无论是线上发布助力北京冬奥会消息，还是
线下筹备支持北京冬奥会活动，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峻形势没能阻挡海内外华侨华人迎接北京
冬奥会的热情。

韦家伟介绍，美国广西侨胞总会和美中东盟
总商会组织的第三场活动是“迎虎年庆祝支持
2022年北京冬奥会”文艺晚会。如今的纽约已经
是冰天雪地，晚会的时间定在 12 月 16 日 （周
四），是一个工作日。许多侨胞都是请假来参加
活动，一些其他州的侨胞更是驱车四五个小时赶
来纽约。受疫情影响，晚会物资的采购和筹备也
不如以往方便，但韦家伟和美国广西侨胞总会理
事长崔勇早作准备，提前备好物料，又有经常合
作的活动公司协助，活动筹备工作紧张却顺利。

近来，墨西哥进入疫情风险较低的“绿色信
号灯”时期，一些公开聚集活动得以恢复。墨西
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侨团在疫情期间举办这
次嘉年华，尽管面临着一些疫情造成的不确定
性，但所有参与者都尽可能地积极配合，热情参
与。“为了在活动中唱好北京冬奥会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我们在活动前，连续两周、每周
一次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学唱歌曲，大家对歌曲从
生疏到熟练，合唱从参差不齐到齐声高歌，最终现
场效果非常好。我重温合唱现场视频时，觉得十分
感动。”焦美俊说。

“以嘉年华的形式祝福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会，就是想让旅墨侨胞和当地民众分享中国再次
举办奥运会的喜悦。冬奥会是全球民众共同期盼
的体育盛事，是各国运动员一展身手的舞台，墨西
哥在高山滑雪、花样滑冰等项目上都有运动员参
与。大家为北京冬奥会聚一聚，乐一乐，就是支持
北京冬奥会最真实的表达。”焦美俊说。

期待再续辉煌

眼下，更多富有特色的迎接北京冬奥会的活
动正在筹备当中。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
长兼常务副会长吴昊告诉本报记者，俄罗斯华侨
华人联合总会策划了一系列迎接冬奥会的活动，

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祝福视频就是其中一
项。此外，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圣彼得堡
华人华侨联合会等俄罗斯侨团都在筹备迎接北京
冬奥会的相关视频。“后续，我们还将邀请俄罗斯
华侨华人艺术家，举办‘五洲中华情·翰墨迎冬奥’
活动，以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表达旅俄侨胞对北
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他说。

“我们会继续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为北京
冬奥会加油呐喊，通过这些接地气、有人气的活
动，让海外民众更多地了解北京冬奥会，拉近当
地民众与北京冬奥会的距离。”韦家伟说，“我期
待着北京冬奥会给疫情下的全球体育界带来一抹
绚丽色彩，也想‘围观’科技感满满的北京冬奥
会赛事，更要祝福中国的冰雪运动健儿发挥出自
己的水平，取得更多好成绩。”

焦美俊密切关注中国筹备北京冬奥会的新
闻，为北京冬奥会将如期举办感到欣慰和骄傲。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始终是全球的‘模范
生’，这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提供了一个安全稳
定的环境，既让参与冬奥会的运动员安心，也为
各国运动员发挥高水平、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保
障。我相信，在各国民众的热切期盼中，北京
冬奥会一定会为全球带来‘冰雪欢乐’。”焦美
俊说。

“北京冬奥会是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了解中
国的窗口。我们希望以绘画大赛和视频展播活动
为切入口，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亲切感
和认同感，同时通过组织全球网友投票，带动海
外华裔家庭乃至整个华人圈对北京冬奥会的认识
度和参与度，鼓励海外侨胞当好中国故事、北京
冬奥故事的讲述者和见证人。”华人头条董事长
黄其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北京将成为
全球唯一一个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
市！我非常期待北京冬奥会再续辉煌，向世界呈
现精彩绝伦的奥运赛事。”吴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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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国外，民族认同感尤为强烈。我所

在的这家新加坡公司里，有着不同国籍员工

，同事很容易因民族身份而互相抱团，唯有

荷兰同事Bos（鲍什）是个例外。

“荷兰语？我很久不讲了，荷兰现在的

年轻人都不爱讲荷兰语了，还是喜欢说英语

。”Bos 说。提起家乡，Bos 并不认可：“还

是伦敦最好，我最中意伦敦，英国最舒服。

”如果有人向Bos 请教荷兰语，她总推辞说自

己讲得不好，还是爱说英语，似乎说英语是

比说荷兰语更光彩的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喜欢母语、反倒对

外国更认同的欧洲人。像Bos 这样的荷兰人在

新加坡有不少，他们适应力强，喜欢在世界

各地移居，这大概能追溯到荷兰 400多年以来

在全球的扩张，它曾在全世界构筑了一张橙

色版图。

四海为家的Bos 从新加坡的公司跳槽后，

果然没回荷兰，而是去了伦敦工作，实现了

她的伦敦梦。

荷兰人之所以走向全世界，与国家自身

所处的的环境密切相关。

虽然位于历史悠久的欧洲大陆，但荷兰

的历史非常短暂，荷兰曾长期被西班牙和法

国占领，甚至一度亡国，现代意义上的荷兰

直到 16 世纪末才出现，1581 年由松散的七个

省成立尼德兰联盟。

而荷兰国土也有 17%是填海造陆，约一半

国土在海平面以下，排水非常重要。可以说，

荷兰是个历史短暂、结构松散的人造国家，海

洋属性非常强烈。

但恶劣的环境也倒逼改革，催生了荷兰的

开拓精神和实用主义价值观，能够包容差异性

，在许多领域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早在欧洲宗教气氛浓郁的 16世纪，荷兰就

已允许国内居民享有宗教自由。今天，荷兰法

律允许堕胎、性交易、安乐死和大麻使用，还

是全球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公开营业

的红灯区和性工作者也一直为国人所好奇。

荷兰的高度开放性也得到国际社会青睐，

荷兰海牙不仅是荷兰政府、王室、外国使馆所

在地，还被誉为国际司法之都，是国际法院、

刑事法院、欧洲刑警与检察官组织总部所在地

。

实用主义价值观武装了荷兰人的经商头脑

。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荷兰的商业中心，也曾是

世界股票与证券交易中心，荷兰是现代公司制

和股票业的始作俑者。荷兰东印度公司（简称

VOC）不仅与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分庭

抗礼，还是全球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世

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始者。

作为全球最早的上市公司，荷兰东印度公

司设有董事会，全球有 2 万名员工，1 万名佣

兵。即使用今天的经济指标看，它的投资回报

率也叹为观止，公司从 17 世纪开始运营了近

200年之久。

此后，荷兰人还帮助奥地利人组建了奥地

利东印度公司。今天，荷兰在运营大型跨国公

司方面依然经验丰富，十分成功，例如皇家壳

牌集团（Shell）1907 年成立，横跨荷兰和英国

两国；联合利华（Unilever）1929 年由荷兰和英

国两家公司合并，总部分别位于英荷两国；大

型化工与医药集团阿克苏诺贝尔公司(Akzo No-

bel N.V)是 1994 年由荷兰和瑞典公司合并组成

。

实用主义、重商主义和资源匮乏，加上开

放的社会政策，推动荷兰对外走出去，向全球

拓展橙色版图。

荷兰曾在全球布局荷属殖民地，除亚洲外

，还涉及非洲的南非、加纳、毛里求斯，南美

的苏里南、巴西、荷属加勒比岛屿，以及美国

的纽约、新泽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大陆、塔

斯马尼亚岛和新西兰。这些地区今天仍保留了

许多荷兰的痕迹。

非洲最大的橙色地带是南非，南非自 17世

纪成为荷兰殖民地，并被荷兰人统治约 250 年

，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后，改为英国殖民地。

阿非利卡语（Afrikaans）也叫南非荷兰语

，作为荷兰语在非洲的变种，至今仍是南非官

方语言之一。16世纪末，西非的加纳和岛国毛

里求斯也落入荷兰之手，毛里求斯（Mauritius

）也源自荷兰语，是荷兰人为纪念莫里斯王子

而取的名字。

荷兰人赞· 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到

达开普敦，创建欧洲人在南非的第一个据点。

图二为艺术家依此创作的画作。

荷兰在世界的另一大橙色地带位于南美洲

，曾由荷兰西印度公司（GWC）管理，也是历

史最长的荷属殖民地。

苏里南位于南美洲东北部，自 1551 年荷兰

人首次建立殖民点以来，到 1975 年独立，有

400 多年荷属殖民地的历史，荷兰语也是苏里

南的官方语言。在加勒比海，还有博奈尔、圣

尤斯特歇斯和萨巴 3个荷属海外特别行政区，

以及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 3个荷属海外属

地。

在北美，世界大都会纽约的早期定居者，

曾是荷兰人，纽约旧称“新阿姆斯特丹”，城

区布鲁克林（Brooklyn）1646 年由荷兰人建立

，也被称为“小荷兰”，地名取自荷兰语Breu-

kelen，即荷兰乌得勒支省的 Breukelen 城。美国

总统也有许多荷兰裔，包括马丁· 范布伦、胡

佛、罗斯福等。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虽属英联

邦国家，但大洋洲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位荷

兰探险家亚伯· 塔斯曼（Abel Tasman）。

17世纪，塔斯曼从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出

发，一路向南航行，探索“失落的南方大陆”

。1642 年他到达今属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

，并以荷属东印度总督安东尼· 范· 迪门的名字

，命名这片岛屿为范迪门地（Van Diemen）。

此外，塔斯曼也相继发现了新西兰、汤加

、斐济群岛。新西兰（New Zealand）的国名最

早由荷兰语Nieuw Zeeland 演变而来，根据荷兰

西南部的泽兰省（Zeeland）命名，新西兰也就

是新泽兰省的意思。

最早航行至澳大利亚大陆的探险家也是荷

兰人，1606 年，荷兰人威廉· 扬松（Willem Jan-

szoon）是第一位到达澳洲大陆的欧洲人，澳大

利亚也曾被称为新荷兰（Nouvelle Hollande）。

在全球布置了庞大海外版图的荷兰人，与

当地人通婚和几个世纪的融合后，产生了一支

独特的荷兰系混血人种，他们分布在南非、印

尼、苏里南、斯里兰卡等国家，成为独特的风

景。

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也叫布尔人（Boer

），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荷兰人后裔，信仰基

督教加尔文教派，讲由荷兰语演变而来的阿非

利卡语（Afrikaans）。

布尔在荷兰语中，则意为“农民”，17世

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员首次到达开普敦，

建立了南非第一个荷兰殖民地。

此后为对抗作为后来居上的英国人，布尔

人 于 十 九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通 过 牛 车 大 迁 徙

（Groote Trek）逃离开普敦，北上建立德兰士

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并与南非土著人和

英国人产生隔阂，爆发了与英国人的布尔战争

。

阿非利卡人曾自称是南非的决策者、永恒

的特权阶级。图为 1977年联合国拍摄的纪录片

，一场足球比赛上意气风发的阿非利卡人。

二战后，阿非利卡人掌握南非政权，在南

非实施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自 1948年开始直

到 1994年废除，阿非利卡人也从曾经的特权阶

级一落千丈。

今天，许多耳熟能详的明星、皇族和企业

家是阿非利卡人，企业家埃隆· 马斯克、女星

查里兹· 塞隆、摩纳哥王妃夏琳，都是耳熟能

详的阿非利卡名字。

印尼也有一支荷兰后裔印多人（Indo），

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人与土著的混血，主要

聚居在玛琅、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多人曾被日军投入集中

营奴役，被强迫劳动。印尼独立战争爆发后，

印多人开始陆续离开印尼回到荷兰，或移居澳

洲、美国等地。

在南美苏里南，荷兰语是当代 58%的人口

的母语，苏里南土著与荷兰人的混血成为苏里

南土生荷兰人。

在斯里兰卡也有一支荷兰混血群体伯格人

（Burgher），他们是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

康迪国留下的后代，语言混杂了斯里兰卡僧伽

罗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

荷兰的开拓精神为世界带去曙光，全球诸

多发达社会与经济体诸如美国、南非、日本等

，都受到荷兰的深刻影响。

但荷兰殖民者留下了不光彩的历史，印尼

的强迫种植制度、南非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

，根源于荷兰殖民者的掠夺式统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9 年印尼独

立；1962 年西巴布亚脱离荷兰，交还印尼接管

；1975 年荷兰最后一个殖民地苏里南独立；

1994 年，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获胜，南非阿非

利卡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正式结束。荷兰殖民系

统早已在全球崩溃瓦解。

今天，我们沿着橙色地图，重温历史，仍

能透过层层重叠的文明，理解世界的复杂与多

样性。

荷兰在世界的影响力，你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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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800伏特多重充電 (18分
鐘內充電10%至80%)

• 車載充電功能 (V2L)可為小型
電器用品充電，甚至可以為其他電動
車充電

• 行駛距離超過三百哩
• 新的E-GMP平臺提高了性能

、增強了駕駛體驗，並優化了內部空
間 (緊湊型休旅車的外型，大型汽車的
寬敞空間)

• 內飾採用環保材料和受大自
然啟發的色調

• IONIQ 5車主將能於兩年內在
Electrify America不斷增長的充電器網
路免費無線充電30分鐘

• IONIQ 5 是現代汽車全新 IO-
NIQ電動車系列中的首發車型

近日，現代汽車揭幕了其備受期
待的 IONIQ 5 電動休旅車，並公開了
IONIQ 5的最新規格和功能。全新 IO-
NIQ 5具備超過三百哩的行駛範圍、由
現代汽車 「45」 概念電動車啟發的設
計、相關的科技，以及級距內最佳的
超快充電—從10%到80%只需18分鐘。
IONIQ 5搭載現代汽車獨有的電動全球
模塊化平臺(E-GMP)，可提供更多的內
部空間和優化的性能。IONIQ 5是現代
汽車集團在2025年之前推出23款電池
電動車型，並在全球銷售一百萬輛電
動車的計劃的一部分。配備單一電動
馬達時，IONIQ 5充電一次的最大環保
署估計行駛距離是303哩。雙電動馬
達、全輪驅動車型的環保署估計最大
行駛距離則為256哩。

北美現代汽車總裁兼CEO表示：
「IONIQ 5將現代汽車品牌介紹給了全

新的買家。一旦坐上車， IONIQ 5的行
駛距離、動力、舒適度、內部空間，
以及先進科技就將讓他們驚艷不已。
擁有一臺 IONIQ 5將是一種只有 IONIQ
品牌才能提供的全新體驗和生活方式
。」

時尚而精緻的設計連結過去、現
在，與未來
IONIQ 5的漸進式設計代表了對過去規

範的背離，探索由專用電動車平臺所
提供的嶄新設計自由。IONIQ 5的設計
語言靈感來自現代汽車在2019年德國
國際車展亮相的 「45」 概念電動車。
IONIQ 5具備了許多該款概念車的特徵
與細節。

適合每位車主的電動馬達和電池
設置
IONIQ 5提供一系列的馬達，以滿足每
位客戶的需求。客戶可以將77.4 kWh
電池組與兩種電動馬達配置搭配使用
，可以僅配備馬達，也可以前後都配
備馬達。頂級的雙馬達配置可以選配
的全輪驅動，能產生320匹馬力 (前方
74 kW 加上後方 165 kW) 和 446 ft.-lbs
的扭矩。具有這個配置的IONIQ 5可以
在不到五秒的時間內從 0 加速到 60
MPH。具備後方馬達的單機布局則可
提供225匹馬力 (168kW) 和 258 ft.-lbs
的扭矩，兩輪驅動。

單一馬達的IONIQ 5最大的環保署
預估行駛距離為303哩。雙馬達全輪
驅動車型的最大環保署預估行駛距離
則為256哩。所有車款的最高車速均
為115 MPH，並可拖曳重量高達兩千磅
的拖車。

超快充電
IONIQ 5 的 E-GMP 平臺可以支持

400-V 和 800-V 的充電基礎設備。
800-V為標準充電能力，且無須額外
組件或適配器即可支持400-V充電。
這個多重充電系統是全球首創的專利
科技，可通過操作馬達和逆變器將
400V升壓至800V以實現穩定的充電兼
容性。

使用 350-kW 的充電器，IONIQ 5
可以在18分鐘內從10%充電到80%。如
果車主只有五分鐘的空閒時間，IONIQ
5可以使用350-kW的快速充電器恢復
約68哩的行駛距離。標準的10.9 kW車
載充電器使用二級充電，可在6小時
43分鐘內充滿電。

兩年無限充電
近期，北美現代汽車 (HMA) 與

Electrify America 合作，在其全新的
Electrify America APP 中 為 2021 Kona
Electric和 IONIQ充電式轎車的車主提供
250 kWh的直流快速充電服務。Electri-
fy America的七百多個充電站網路在全
國提供方便且超快速的充電站，讓車
主能夠充分享受駕駛現代電動車。為
了支持我們的IONIQ 5客戶，HMA將持
續與Electrify America合作，在其快速
增長的超快速充電器網路中提供自購
買日起兩年的無限製三十分鐘的充電
服務。Electrify American計畫在2021年
底前設立八百個充電站。HMA將在IO-
NIQ 5正式上市時提供更多有關充電計
畫的細節。

車載充電 (V2L) 功能
IONIQ 5還提供了創新的V2L功能，讓
客戶可以自由使用或是為任何電動設
備充電，像是電動自行車、踏板車，

或是露營設備。這個功能將IONIQ 5變
成一個帶有車輪的充電器，甚至可以
為另一臺電動車充電。這個功能非常
適合在停電、戶外派對，或是露營期
間為必需品充電 (使用標準120伏插座
，能提供1.9 kW的功率)。

寬廣的載客與載物空間
由於其加長的軸距，IONIQ 5的跨

界車身類型實現了獨特的絕佳比例和
短懸垂。IONIQ 5全長182.5吋，寬74.7
吋，高63.0吋，軸距為118.1吋，雖然
屬於緊湊型休旅車級距，卻能提供大
型車才有的內部空間。實際上，IONIQ
5的軸距比現代汽車Palisade中型休旅
車長了近四吋，但其總長度比Palisade
短了近 14 吋。此外，與福特野馬
Mach-E (101.1立方呎) 和大眾ID.4 (99.9
立方呎) 相比，現代汽車 IONIQ 5的載
客空間 (106.5立方呎) 更大。IONIQ 5還
在第二排座椅後面提供了27.2立方呎
的載物空間。當第二排座椅放倒時，
載物空間可增加至59.3立方呎。為了
增加多功能性，第二排座椅還可以向
前滑動5.3吋、傾斜，並以60:40的比
例摺疊。

創新的連結性
IONIQ 5無縫融合了先進科技，以

增強客戶的數位體驗。寬大且可配置
的雙駕駛艙位配備12吋全觸控式信息
娛樂屏幕，以及無罩式12吋數位儀表
板，可根據客戶需求定製。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在這個寬屏幕上使用起來更方便。此
外，IONIQ 5也提供了藍牙多連結功能
，可同時配對兩臺機器，一臺用於講
電話，另一臺用來播放音樂。導航系
統則附帶三年Bluelink®

信息娛樂與地圖更新，以及多媒
體和導航系統的無線更新。

SmartSense高級駕駛輔助系統確
保高度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IONIQ 5 配備了更高級的 Hyundai
SmartSense，即為現代汽車的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可確保最高水平的安全
性和便利性。IONIQ 5是第一款提供公
路駕駛輔助系統2 (HAD 2)的現代車型
。此外，SmartSence還提供了一系列
的駕駛與停車、避免碰撞、和確保安
全的輔助系統，像是機器學習的智能
巡航控製、遠程智能停車輔助 (RSPA)
、環繞視野監控 (SVM)、盲點監視器、
以及安全離車輔助 (SEA)。

IONIQ未來計畫
IONIQ 5是現代汽車推出專門電動車的
第一步。在IONIQ 5之後，現代汽車將
擴大其電動車產品陣容，推出中型電
動轎車 IONIQ 6與大型電動休旅車 IO-
NIQ 7。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人都應
得更好的車。從我們設計和製造汽車
的方式到我們對待顧客的方式，讓事
情變得更好是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
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SUV、房車、休旅
車，以及替代能源車款皆有現代保固
計畫的背書，這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
好經驗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
國超過八百二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
將近一半的車輛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
的現代汽車製造廠建造。北美現代汽
車的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谷，為韓國現
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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