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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

美國買房風險要 了
I/房地產專日/150925A繁 房地產現況

據說，在這次人民幣貶值之前，就
有人發現，很多銀行櫃檯前，排著一隊
隊大媽要求購匯5萬美元。

據說，在這次人民幣貶值之前，就
有人發現，很多銀行櫃檯前，排著一隊
隊大媽要求購匯5萬美元。

為啥是5萬美元？因為在中國，要
買外匯，個人年購匯額度為5萬美元，
不管你是港幣、英鎊、歐元、日元……
都是以等值的5萬美元為限額。

為啥要換？還用說嗎，在我們看漲
人民幣的時候，據說這些“神准”的大
媽中間，已經開始宣稱美元要升值。

“投資要趕早”這句話，被大媽們
詮釋地可謂淋漓盡致，現在如果你想
買外匯，就沒那麽容易了。

坊間流傳，本月起個人購匯限制
或將加强。在海外買房風險加大！
先來看看目前的購匯狀况~

國家數據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已
經連續四個月下降，至 8 月份又下降
了939億美元，至3.56萬億美元。

“由于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美國經
濟逐漸復蘇，取消 QE 和加息的預期
都較濃，引導了此次大量外匯流出的
情况。”這是專家的看法。

“我國外匯儲備變動是多重因素
綜合作用的結果，隨著人民幣匯率形
成機制不斷完善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
推進，未來外匯儲備有所增减也是正
常的。”這是官方的回應。

但無論哪種言論都顯示出，此次
外匯儲備下降具備持續性，人民幣幣
值也或進一步下降。

隨之，9日開始，江湖廣泛傳言稱
，外匯局下發各分局通知，對個人購匯
分拆交易提高警惕，必要時拒絕購匯
申請。根據外管局的規定，5個以上不
同個人，同日、隔日或連續多日分別購
匯後，購匯總金額超

過等值20萬美元，並將外匯匯給境外
同一個人或機構；個人在 7 日內從同
一外匯儲蓄賬戶5次以上提取接近等
值 1 萬美元外幣現鈔；同一個人將其
外匯儲蓄賬戶內存款劃轉至5個以上
直系親屬等情况界定為個人分拆結售
匯行為。

“個人分拆結售匯行為”會被怎
樣？

首先是禁止，國家設定範圍外的
手段，你就不要去用了。在具體審批上
，央行也會加强監管，比如要求各銀行
加强外匯業務監管，嚴控外匯流出；比
如境外匯款現鈔超過1萬美元的通通
都需要報告到央行…

如果觸犯規定，當然還會被處罰。
不僅對個人，甚至還會將個人本外幣
兌換特許業務試點機構納入管轄範圍
。

限制個人購匯，是國家為避免游
資化整為零流出國內的風險。但對于
有個人出境游、留學等正常用途不會
有太大限制和影響。

不過，如果要在境外買房的話，這
種大資產的物件，5萬美元不够啊，那
怎麽辦？

據說，以前有一種“偏方”是，辦一
本中國護照，然後“凑份子”——一個
人只能購匯5萬美元，但找13個親戚
朋友幫忙，就能一共購匯到69萬美元
，分別存入我的賬戶，一套美國的房錢
也就凑够了。

但如果上述傳言是真的，那這種
方式，也行不通了，因為當事人很可能
被拉進“關注名單”，禁止外匯交易及
匯款。
海外置業風險增加
1、由于人民幣購匯的限制，大
筆資金流出國內很容易受到

中美兩國有關部門的注意。如果為規
避購匯額度限制通過非法途徑轉移資
金，不可預測的風險必然加大。
2、到了美國“兩眼一抹黑”。現在的美
國房產經紀人比中國人還瞭解中國人
，但中國買家却對房子的情况根本無
從瞭解，只能聽信于房產經紀人。付了
定金拿不到房的風險增加。

由于美國房地產的買賣是被法律
嚴格規範的經紀人模式，你首先要做
到不論別人怎麽忽悠諸如退稅等等，
產權登記只能寫在自己名下。並且不
與房產經紀私下交易，購買者只要把
款打入到監管賬戶，才可以避免房財
兩空。

美國的房產中介在銀行開立的帳
戶分為自有帳戶和客戶保證金帳戶
(TrustAccount)，客戶支付的購房定金
和其他款項，屬於保證金性質，必須存
入保證金帳戶。這個帳戶是沒有利息
的，房產中介公司不能够利用該帳戶
的餘額獲利。
3、受購匯額度限制。如果沒有充足的
現金購房，中國買家需要在美國貸款。
這筆錢如何保障？

在美國，所有的產權過戶手續都
是由中立的第三者即過戶律師或者產
權公司辦理，如果是按揭的話，銀行要
把貸款額電匯(WireTransfer)到過戶律
師或產權公司的賬戶上，這時候房地
產交易才真正完成。
4、在美國購置房子後的每年必須承擔
的費用是否在你預算之中？比如說每
個月的地稅，在中國，土地出讓金是購
買時一次性付清的，但美國則是分期
支付，地稅占房價的20%，你在購置美

國房產後，必須每月按期支
付。

另外，美國月付
的地稅是根據美國

GDP
增長和
房屋資
產價格
的增長
而不斷
調整提
升的。
國家認
可的四
種買房行為：
i. 離岸業務。國內有銀行提供“以人民
幣形式離岸，到當地再購匯”的業務，
這樣不受購匯額度限制，但是門檻要
求比較高，你要證明資金來源的合法
性、說明用途、提供買房合同等。
ii. 委托機構。比如我愛我家、鏈家這
樣已經進入美國市場的中介公司，給
他們人民幣，委托他們用美元買，再給
點手續費。
iii. 內存外貸。就是說，客戶在某銀行/
機構的國內分支，存入保證金或購買
理財產品、結構性存款質押作為擔保，
再通過該銀行境外分支或者關聯企業
提供外幣融資，這樣既不受外匯限制，
還可以賺利差，但就是太麻煩，私人銀
行的普遍門檻都在 600 萬元以上，工
行和中行的門檻在 800 萬元人民幣，
招行則要1000萬元，都不低啊~
iv. 海外投資基金。2006 年推出的
QDII是針對機構到境外投資的，但是
個人不行。但是今年合格境內個人投
資者(QDII2)境外投資試點管理辦法
將很快發布，個人將能通過投資基金
購置海外房產。首批試點QDII2的城
市共有六個，分別為上海、天津、重慶、
武漢、深圳和溫州。說洋氣點，有了

QDII2 你就可以全
球配置資產，不受購

匯額度限制，也不擔心會進入“關注名
單”。
如果錢不够想貸款，怎麽辦？

中國人在美國貸款，是不需要綠
卡和美國國籍的。一般通過商業貸款
銀行、房貸機構及貸款經紀人這三種
途徑就能獲得貸款。

在美國，按揭貸款發放的核心原
則是，抵押品價值足够，申請人有良好
的信譽和持續的收入來源，與申請人
的身份國籍本身沒有直接關聯性。

所以，目前在美國絕大多數州，外
國人（無美國綠卡）可以通過貸款購買
美 國 房 產，但 是 首 付 通 常 要 在
40-50％，這個是比美國人高的。

其實除了首付要考慮以外，貸款
人還需要提供現金證明、資產證明、護
照、收入證明、信用記錄、擁有美國銀
行賬戶、提供目前居住地址證明等。還
是有點兒複雜……

如果你人不在美國，又想在美國
購房，沒有在美的信用分數，你能够貸
到款的區域就局限很多，基本只能在
東西海岸有機會。

其實，現在人民幣購匯額度限制
加强，很多美國銀行不太願意貸款給
中國買家。(取材
每日經濟網)

國人買房還貸怎麼辦國人買房還貸怎麼辦？？
翻翻倍倍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1月月1515日日
折扣折扣：：1414%%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184184,,528528元元

亞特蘭大亞特蘭大

I/房地產專日/150925B繁 房地產現況

買房不是一件簡單的小事。在這一過程中，
傳統觀念認為最要考慮的因素是位置、位置、位
置，但如今購房時機也成為不容忽視的一項，會
對購房者產生巨大影響。

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道，最新
研究顯示，買房最好的月份在10月，每周最好的
日子是星期一，一年365天當中10月8日是最佳
買房時間。

RealtyTrac對過去15年中3200萬住房銷售
情况進行調查發現，10月份購房可獲得市場價
格之外 2.6%的折扣，在所有購房者中僅有 270
萬（8.4%）得到了這一優惠。而4月是買房最糟糕
的月份，購房者會支付超出市場價1.2%的費用。

除10月之外，買房最佳月份還有2月、7月、
12月和1月，這是因為傳統經驗認為這段時間
賣房者更多，因此市場上房源充分，但價格並不

一定有優勢。
RealtyTrac發現，10月8日買房是最為划算

的一天，購房者可獲得10.8%的折扣，除這一天
外，11月26日（折扣：10.1%）、12月31日（9.7%）、
10月22日（9.6%）和10月15日（9.1%）也是最佳
的買房日。

那麽哪一天不要去購房呢？1月19日，這一
天房價會比市場價上漲9.6%，另外還有2月16

日和4月20日。
那麽，具體到美國

的各個城市，哪一天成
交最省錢呢？

RealtyTrac分析發現，在特定的日子購房可
為買家節省至少10%的花費。下面是11個美國
大城市最佳的購房日。

哪天最划算哪天最划算哪天最划算美國買房美國買房

波士頓波士頓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818月月88日日
折扣折扣：：3838%%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47347,,464464元元

芝加哥芝加哥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99月月3030日日
折扣折扣：：1010%%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32232,,147147元元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010月月2222日日
折扣折扣：：3838%%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176176,,964964元元

達拉斯達拉斯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010月月11日日
折扣折扣：：2525%%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433433,,295295元元

洛杉磯洛杉磯 邁阿密邁阿密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212月月3131日日
折扣折扣：：1313%%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05205,,731731元元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22月月1313日日
折扣折扣：：1313%%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405405,,591591元元

紐約紐約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22月月1818日日
折扣折扣：：1818%%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16216,,625625元元

費城費城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010月月88日日
折扣折扣：：2525%%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570570,,263263元元

舊金山舊金山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44月月11日日
折扣折扣：：2525%%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14314,,887887元元

西雅圖西雅圖 華盛頓華盛頓

最佳購房日最佳購房日：：1212月月3131日日
折扣折扣：：2525%%
20002000年以來平均成交價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59359,,421421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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