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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

中國人美國買房
2015 年 10 月 30 日

大多數中國人來美國都有在這裏買房的打
算，目前還沒買的，也在積極看房。在談及在美
國買房與在中國買房有何不同時。他們都說，相
比中國人，美國人買房要輕鬆、快樂了許多。美
國是鼓勵消費的國家，對于他們來說，買房比租
房更合算，人們喜歡買房，也買得起房。
近年來，中國在美國房地產業的投資增長
迅速，前所未有，截至今年三月底，中國買家在
過去十二個月內購買了 286 億美元的美國住宅
地產，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30%。同時，對于中國
居民境外投資的限制也在逐步放鬆。但是，中國
樓市存在泡沫，股市也處于萎靡不振，因此中國
人對多樣化投資有著强烈需要。而衆所周知，美
國房地產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投資選擇。它以其
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安全的社會經濟局勢、穩健
的投資回報、成熟的市場以及多樣化的投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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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人如何買房？
精打細算 注重地段

保自己在老年可享有足够的養老資金。一些老
年夫婦，原先住的是一幢
“豪宅”
，退休後把它賣 據瞭解，美國人購房，主要考慮的因素
了，買了一聯排的小別墅，這樣他們有了一筆相 有以下幾個方面：
當可觀的資金給自己養老用。
1. 學區要好。在美國買房大多數是買二手房，很
少有買新房的。在美國 10 年內建的房子都算是
美國買房的大多數是有固定收入的年 新房。開發商的新房項目所在地都是新區，雖房
輕人
價低，但配套設施也差。美國的房子也是學區房
一般美國房價為家庭年收入的 5 倍是一個 ，只要能拿出居住房子的水電費清單和孩子接
合理的水準。所以，買房對有工作的年輕人來說 種疫苗的單子，學校是一定要讓小孩子入學的。
，不是什麽困難的事。華美優勝顧問幫學生找的 但如果房子的住址不屬於這個學區，校方有權
房東就是來美留學十年的中國留學生，夫婦倆 拒絕。美國是 13 年義務教育(K-12)。小孩上公立
都有工作，他把這套房子出租了，又到附近買了 學校到高中畢業是全部免費的，家長買個書包，
買點文具，交給學校每天大概 1 美元多的午餐費
一幢別墅自己住。
美國房地產的法律法規很多，而其中
“關于 就行了。如果家庭經濟狀况不佳，可以向學校申
從業人員的准入制度”
(房地產執照法)是最嚴格 請，連這 1 美元多的午餐費都可以免。書本、教輔
的法令。執行法令的是
“州房地產委員會”
，包括 材料都是免費的(當然學期末要還回去)。當然，
拒發執照、扣留執照和吊銷執照等。各地還有專 教育免費是以這個城市居民繳的房產稅支持的
門監察機構對從業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一旦 ，其中也包括你自己繳的房產稅在內。但是，學
經紀人或銷售員發生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就 區好壞，教育質量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學區
圍成為海外置業的最佳選擇。
會被暫停或吊銷執照，很難再繼續從事這一職 不好，只好上私立學校，那樣學費開支很大，孩
子多的根本就負擔不起。所以大多數人購房都
業。
為保障交易安全，許多州都專門設立了房 選擇好的學區。雖然好學區的房子貴，但是也相
中國人美國買房看美國人如何買房？精
地產復員基金制度，用于經紀人因自身錯誤而 對保值，等若干年後孩子上大學了，還可以賣了
打細算注重地段
大多數中國人來美國都有在這裏買房的打 造成不能賠償的損失，當賠償被允許且已支付 換個自己喜歡的地方去過日子。
算，目前還沒買的，也在積極看房。在談及在美 時，經紀人的執照會被取消，直到償還所賠償款 2. 離工作單位要近。美國人居住觀念中沒有亞
國買房與在中國買房有何不同時。他們都說，相 項及附帶利息。在加州(房源)，房產通過第三方 洲人的都市概念。好的房子不一定是在繁華的
比中國人，美國人買房要輕鬆、快樂了許多。美 “中性的中介人”來交易，買方的錢匯到他們那 地段。他們選擇地段，還要考慮距離工作單位要
國是鼓勵消費的國家，對于他們來說，買房比租 裏，賣方也從那裏取錢，房產中介也是通過這個 近。最好開車時間在 15 分鐘左右。換句話說，方
機構來取錢，從根本上杜絕了中介的欺詐現象。 圓 10 公里以內，上下班方便，接送孩子也方便。
房更合算，人們喜歡買房，也買得起房。
美國的房地產中介行業實行獨家代理制度，即 3. 環境相對安靜。不要離車站近或是靠主路近
一個經紀人只能代表交易的一方。買賣雙方都 的地方。美國主幹道上車輛多，流速快，噪音大。
買房可免繳個人所得稅
擁有各自的經紀人，由兩個專業人士進行交易 最好位于安靜的小街道上。
美國聯邦、州以及地方政府都有許多鼓勵
談判。交易成功，雙方經紀人各收取 3%的傭金。 4. 采光好。在美國買房子雖不講究座北朝南，但
買房的法律和政策，對買房者提供諸如免稅、低
美國銀行房貸方式靈活，
“大家都在互動之中尋 一定要采光好，節能又通風。
息貸款等多種優惠。美國個人所得稅十分繁重，
找適合自己的方式”
。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借 5. 居住面積稍大些。美國單家獨戶的房子一般
一般一年下來稅款大
貸的考慮與工作、收入穩不穩定有關，與年齡完 面積都比較大。房子最好要雙層的，三房二廳一
約 占 年 薪 的 20% 到
全沒有關係。美國最長可以貸款 30 年，
“尤其是 厨，一個小花園。一層的房子，擔心臥室潮濕、發
40%。美國稅法規定，
對老人更寬鬆，銀行甚至付錢給老人，但一旦老 黴。房間多一些，便于父母來探親時居住。(取材
個人因為買房將月收
房天下)
人去世，房子所有權就歸銀行”
。
入付了銀行利息，
就可以免稅，而租
房是不免稅的。

買房是穩定的
投資手段

美國人不喜
歡儲蓄，但樂于投
資。買房雖說獲利
較慢，但基本上是
只賺不賠。大家明
白，只有房地產才
能保值增值，購買
房地產就等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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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成美國住宅主要買家
專家：
專家
：買房易養房難

在許多中國買家的心目中，美國的
地產就是花園、游泳池、洋房的代名詞。
但事實上，如果忍受不了美國小鎮的寧
靜生活，購買公寓才是享受東海岸都市
繁華的現實選擇。江先生表示：
“以波士
頓為例，市中心濱海區的一套兩室一廳
的公寓價格可以高達 100 萬美元以上。
而同樣這筆錢則可以在周邊繁華的衛
星鎮 Brookline 買下四室一廳且帶有花
園的房子。”
對
“ 風水”的重視尤能體現中美購
房的文化差異。與其他國家買家相比，
中國買家更加看重房屋的朝向、門面的
佈局以及周邊的自然環境。不過，美國
建房者並不會對此刻意關注，因此許多
房屋的朝向不一，難得一見中國人所期
待的正南正北。
讓中國買家尤其忌諱的是，美國某
些城鎮中座落着公墓。
“ 美國的公墓可
能會出現在任何地方，波士頓市中心緊
鄰中央公園便有一塊，在小鎮中更是分
不久之前，根據美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的報告，從數量、 散得七零八落。我曾在波士頓衛星鎮 Natick 市看到一座從內置到
美元銷售額以及交易價格來看，中國人現已成為美國住宅的主 花園都十分精美的房子，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從該房的某一
要海外買家。
個卧室裏可以看到斜建在山腳上的公墓。對此，中國買家只能敬
“中國人有錢，有需求，但是普遍對美國的生活模式不了解， 而遠之。”
江先生坦言。
再加上地理距離的遙遠，在美國買房和養房都不像想象的那麼
對於中國特大城市的購房者而言，昂貴的
“學區房”是讓許
簡單。”
兩年前與家人在美國波士頓購下一棟宅邸的江先生表示 多孩子的父母頭疼的問題。事實上，
“學區房”的概念可不只是
。
“中國特色”
，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父母同樣要承受這一困擾。以
不過，盡管美國房產對中國
“土豪”
頗具誘惑，背后的隱性成 哈佛大學所在的 Cambridge 為例，大學周邊的房屋價格動輒輕易
本與文化差異仍需要中國買家處處留心。
達到百萬級。美國房地產中介公司會給不同的學區使用五星級
評分制度，教育水平優裕的地區房屋價格自然不菲。
選擇風水與生活方式
江先生表示，美國的
“學區房”
主要適用於公立學校。對美國
本土人而言，
“就近入學”
從小學開始。由於小學到高中的公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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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屬於社會福利，因此美國家庭只
需要支付極少的費用或者免費就可以
讓孩子享受到就近入學的公立學校教
育。近年來，美國私立高中入學競爭日
益激烈，學費水漲船高，部分中國家長
將目光投向了價格相對低廉的優秀公
立學校，
“學區房”的價格自然一路上

漲。

買房容易養房難

如果中國買家成功購得新房，美國的
“養房”
成本也會是
一筆不小的開支。首先，購房者每年都需向當地政府繳納一筆房
產稅。房產稅與房屋及地段價值直接掛鉤，由於近年來美國地價
逐漸從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蘇醒，因此房屋的地稅每年也呈上
漲趨勢。
根據美國房地產中介 Zillow 官網的公開信息，以波士頓衛星
鎮 Brookline 一棟居住面積 323 平方米、五卧三衛的房屋為例，官
網售價 139.9 萬美元、月租金 5296 美元，而該棟房屋的房產稅則
從 2005 年的 7502 美元/年一路上漲至 2014 年的 9789 美元/年。
“我
有過把房子放到 Airbnb 的想法，一天收 100 美元左右需要一個月
內租出十天以上才可以滿足當月的房產稅。”
江先生表示。
對於與美國人生活方式不同的中國人來说，房屋內飾和傢
具的改造同樣費用不菲。江先生表示：
“傳統的美國家庭很少使
用炒鍋和油，因此房中的抽油煙機並不能滿足中國人的廚房需
求，對於抽油煙機的改造往往是中國買家打理房屋的第一步。但
由於美國廚房是整體設計的，追求完美的中國屋主往往會選擇
更換廚房的整體設施，這樣的開銷會達到一萬美元以上。”

在東海岸，看似簡單的除雪也是難以避免的隱性成本。在遭
遇暴風雪襲擊的冬日，
“各家自掃門前雪”
是鄰里街坊的慣例，中
國屋主多會選擇除雪公司來清理屋頂以及道路。
“除雪是
一筆昂貴的開銷，公司會與屋主約定達到某一降雪量時
來清除積雪，每次除雪的開銷會在 400 到 800 美元之間。”
江先生坦言。
美國院落中美麗的花園也讓許多中國買家心嚮往之
。不過，花園的養護開銷絶非可以輕易忽視。許多中國購
房者缺少除草及花園打理的知識，絶大多數人會選擇僱
用園林公司。如果買主希望大改自己的花園或者房屋結
構，則不僅需要得到當地政府的批准，僱用美國土木公司
更是價格不菲。江先生表示：
“中國買家大多看重保護隱
私，因此往往會選擇栽培一些大樹來遮蔽房屋或者花園。
但在美國一株樹齡超過 10 年的楊樹可以賣到近一萬美元
，因此使用土木公司會十分昂貴。”
（文章摘自網路）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