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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I/房地產專日/151019A繁 房地產現況 上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一份報告稱，中
國人現在是美國房地產遙遙領先的最大外國買
家，無論以數量、美元銷售額還是交易價格衡量
都是如此。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12個月裏，中國
買家在美國支出286億美元(主要用于購買住宅
物業)，同比增加30%，而且是第二大外國買家群
體——加拿大人支出金額的2.5倍多。而加州仍
然是中國人最青睞的安家之地。

為什麽那麽多中國人願意在美國買房呢？
聽聽矽谷房地產的解釋吧。

1. 為什麽在美國買房子？
a.美國房屋產權為私有制，永久產權

中美房產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房屋產權和擁
有方式。中國房屋產權是公有制，買了房子之後
最多有70年的使用權。而美國房產實行私有制，
並且是永久產權。一經購買，包括房子和房子上
方的天空和下方的土地全部永遠屬於自己。

b.美國房子價格不高，甚至低于中國
現今，美國所有房屋的平均中間價格為

16.3萬美元，也就是說，有一半的房產低于97.8
萬人民幣。這個價格在中國很多城市來講都顯
得那樣平易近人。用同樣的價格，在美國買到房
子可以比中國大三倍以上。或者說，用買中國房
子三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在美國同等區域買房
一套大房子。

c.美國房產政策完善，法律環境健全，房屋產權
受保障

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和
完善，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和成熟的房產法律
制度和市場。比如美國的房產信息是公開的，購
房者可以去政府網站查看意向房產的全部詳細
信息。所有的交易信息，包括實際價格，稅額，交
易日期，交易情况，都必須明確的呈報，這就有
效的避免了炒房現象的發生。此外，美國政府會
保護房屋擁有者的產權，並保障房產交易中買
賣上方的權益，比較公平公正公開。美國房產問
答延伸閱讀：美國法律如何保障外國買房人的
權益？

d.美國房產可以獲得較高的租金回報率

以出租和投資美國房產為目的會有穩定
的房產增值效益和獲得較高的租金回報。

e.美國有多種房產類型，可以依據投資目的自
如選擇

美國房產類型分為1.獨棟別墅、2.聯排別
墅、3.公寓、4.多戶住宅。每種房型會分布在不同
的地區或城市，並匹配不同的投資目的。如投
資、留學、養老買房都有比較適合的幾類主要
的房產類型。

2. 為什麽在美國北加州矽谷地區買房
子？

對于加州而言，這個居住國內最多華人的
地方的許多住宅都具備長期投資的價值。這些
華人聚集或者熟悉的衛星城居住質量較好，配
備有優質的學校、高擋的商業服務區和完善的
基礎設施。我們的主要業務在美國北加州舊金
山灣區，這裏位于太平洋的西海岸，四季如春，
空氣清新，各種多姿多彩的鮮花在不同的季節
競相開放，美不勝收；這裏還有充足的陽光和沙
灘，是地球上不可多得的適合居住的地方。

北加州有斯坦福等多所著名學府，在這裏
購置房產也可以為若干年後子女去美國就讀中
小學或者大學做準備；作為度假或者養老的居
所也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您是以出租和投資美國房產為目的，
那矽谷必定是您的首選。最新福布斯報告，北加
州灣區2014第四季度空房率遠低于5%，房租每
年增長10%以上。

3. 現在是投資美國房市的最佳時機嗎
？

總部設于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美國全國保
險公司進行的調查顯示，美國房地產市場進入
自2001年14年以來最穩健的時期。全美健康房
地產市場的領先指標 2014 年第四季度上漲至
109.8，該數據高于100表示產業健康發展。該指
數使用373個帶動房地產市場的統計城區的當
地數據。包括改善就業的措施，人口統計以及抵
押市場。

房地產是具有强周期性的經濟部門。從美
國幾十年的房價變化來看，差不多每 10-12 年
一個周期。經過了2006年一直到2012年初的樓
市回跌，美國己經走過5年到6年的房價下降期
，未來差不多5～6年美國房價會繼續穩定上漲，
2015年美國房產正值最佳投資時機。美國房價
探底企穩，利率保持在低位，而美元趨于貶值，
具備財力的國內投資者可以把美國房地產看作
長期强勁獲利的工具。

4. 我沒有綠卡，可以在美國購置房產嗎
？

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經濟
國家，對外國投資者持歡迎態度。
同時，法律透明公開，購房程序要
比其它國家相對簡單明瞭；任何人
都可以購買美國房產，只要你擁有中國護照，
你就可以完成購房交易，即使你沒有美國簽證
，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完成交易。如果是用現金
（或銀行存款）購買，沒任何限制，但想獲得貸款
用按揭方式購買，需要辦理貸款手續，可以用中
國收入申請美國貸款。

5. 在美國買房是必需人到美國才能買
嗎？

理論上你不必親自到美國就可以買房，但
最好是本人事先來美國開立好自己的銀行帳戶
，以便用該帳戶內的資金支付購房款，即使不來
美國也可將資金直接打入產權公司進行交接。
現在大部分銀行都接受這種網上簽字的方法，
只要有Email的地方，都可以簽字，無論你在世
界的哪一個地方，都可以完成在美國買房的過
程。當然，在看房、選房的過程中，你如果能親自
選擇是最好的。

6.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要些什麽證件和
資料？

如果本人親自前往購買，只要有護照就行
了。如果是委托他人購買，需要給受托人寫一份
授權委托書（PowerofAttorney），該授權委托書
需要公證，另外提供一份護照複印件，受托人有
了授權委托書，可以動用在委托人名下的銀行
帳戶中的資金支付購房款，代簽買房合同等法
律文件和代辦過戶手續。

7. 中國人在美國購買的房屋產權與美
國人購買的有何不同？

沒什麽不同，都是永久產權，產權文件上都
會載明產權擁有人的姓名，獲得不動產產權的
時間和位置，土地占地面積和建築物的面積等
等。

8. 在美國購置房產和在中國買房程序
上有什麽不同？

在美國買房的整個過程中，要經過一層一
層的手續，比較複雜，也比較嚴謹。也就是說，在
房產過戶中的詐欺、違約的機會率會降至最低。
雖說過程比較複雜，但在美國的經紀人，都是需
要取得各州的專業房地產的執照，才能為客人
作買賣交易服務，整體水平很高，職業道德相對
于國內房產中介素質要好得多。如果你能選擇
一個負責任、有經驗的經紀人作你的買方經紀，
其它事情你就不必擔憂了。

9. 我需要付經紀人傭金嗎？

在美國加州，買賣雙方經紀人的傭金都由
賣方支付，購房者不須承擔支付傭金的責任。

10. 我在美國買房以後可以移民美國嗎
？

目前，在美國買房與辦移民沒有直接的聯
繫。外國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證明和合法入境美
國的簽證就可以在美購買房產，買房可被視為
一種投資行為，但不可以僅因此而獲得綠卡。

根據美國移民法的規定，獲得美國投資移
民EB-5的條件是：
1）在美國任何地方投資一百萬美元，並至少直
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或
2）在國家認可的低就業地區投資五十萬美元，
並至少直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或
3）在經政府批准的“區域中心”投資五十萬美元
，並直接或間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

所以在美國買房屬於商業行為，綠卡屬於
美國移民局管轄範疇，目前而言，在美國投資買
房暫時不能直接獲得綠卡。

11. 來美國買房的基本流程是怎樣的？
在美國買房的整個過程中，要經過一層一

層的手續，比較複雜，也比較嚴謹，通常都會選
擇一個好的職業經紀人來一步一步帶你走，所
有在交易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情况，他都會在事
前告訴你。

下面是來美買房的基本步驟：
1）須有中國或臺灣護照和合法來美的簽證；
2）選擇想要買房的地區和房屋種類（獨立屋還
是公寓）；
3）選擇一個合法注冊的房產經紀人，討論購買
要求，由經紀人介紹看房，選房；
4）填寫買房出價合同書，付定金支票，如果出價
合同書被賣方接受並由賣方在合同書上簽字，
則購房合同成立，雙方進入具體操作程序；
5）一旦出價合約書被賣方接受，則定金支票須
存入雙方選定的公證托管公司，這家公證托管
公司是幫助雙方履行合同、清理價款完成交易
的中立公司，不代表任何一方；
6）公證托管公司對房屋產權進行核實，對產權
是否有瑕疵是否影響產權的完整性提出意見。
如果不影響過戶，則會通知雙方進行下一步操
作；
7）即使經過產權核實未發現瑕疵，買方也會在
過戶（closing）之前購買產權保險，以便將來出現
產權問題時獲得賠償；(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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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回)8）如果購房合同是有條件履行的合同，
即買方在合同中提出須做房屋檢查並根據檢查
結果决定是否購買，則當賣方接受出價合同書
後，買方即可開始聘行專業人士對房屋的狀况
進行檢查，如果檢查結果滿意，則進入交易的最
後一個程序：過戶（closing），如果檢查結果不滿
意，買方要求售方維修，則雙方在售方進行維修
後進行交易的最後一個程序，如果售方不願意
維修或買方對檢查結果不滿意而不願意繼續進
行交易，則交易中止，定金退還買方；
9）買方在過戶（closing）之前購買房屋保險；
10）按照合同約定的時間雙方前往公證托管公
司辦理過戶（closing），買方付款（支付至公證托
管公司帳戶），售方簽署產權文件，交收房屋鑰
匙和其他文件資料；
11）過戶（Closing）完成之後，公證托管公司清算
各方的款項，並將產權文件報送當地縣政府備
案，縣政府備案後並蓋印章，原件由公證托管公
司領回後郵寄給買方，交易完整結束。

12. 應該買那種房屋？
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屋種類很多，最主要

的有獨棟別墅（house），聯體別墅（townhouse），
公寓（Condo）。對于投資者而言，獨棟別墅最具
投資價值，公寓最沒有投資價值。

從過去30年美國公寓價格變化規律看，公
寓建成之後價值會逐年遞减，因為美國的人工
支出很貴，舊的公寓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去維
護，所以超過20年房齡的公寓基本就無人問津
了。而獨棟別墅却恰恰相反，雖然房屋也有老化
的問題，但所在土地是永久產權的，而土地也在
一直升值。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的土地所有權分
為地下權（包括地下資源開采權）、地面權和地
上空間權（包括建築物的容積率以及在容積率
範圍內空間設定的通過權）

13. 購買新房還是二手房？
在美國，大多數在市場上交易的房子是二

手房子，占市場上挂牌出售的房子總數的85%；
新建的房子相對較少，僅占15%。這與中國大陸
的房地產市場有很大的區別。在加州，大部分優
良的地段已經被老的住宅社區占據，所以一般
大規模開發的新建房地段會稍偏，占地較小，以

前多為其他工業或農業用地，較多的靠近高速
或鐵軌，或有其他的一些局限，但是新房戶型設
計新穎有效，房屋比較智能化，並且普遍內裝現
代奢華，買房後直接擰包入住，不需要任何房屋
整修。新房二手房各有利弊，需要職業的經紀人
幫助你權衡比較。

14. 外國人買房可以貸款嗎？
隨著美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與上升

，很多中國客戶期望來美買房置業，投資移民。
根據廣大買房客戶的問題和諮詢，這裏介紹一
下外國人在加州買房之前如何申請貸款，及其
利弊分析。
1）在北加州灣區可以接受外國人買房貸款申請
的銀行有 3--4 家，匯豐銀 www.us.hsbc.com,華
美銀行 www.eastwestbank.com,國泰銀行 www.
cathaybank.com。匯豐銀行必須要求開設高級客
戶賬戶並存入10萬美金，存放時間60天以上才
可以申請貸款。中國或香港HSBC賬戶的10萬
以上存款也可以參照計算。華美和國泰銀行最
低開戶為2000美金，沒有存放時間要求。
2）作為美國知名國際的 HSBC 銀行，其貸款審
批速度較快/30--40天通過。一般來說，外國人
的首期頭款須高于 40%，但必須審查您的個人
與公司年收入和銀行存款餘額。華美和國泰銀
行要求最低首期頭款為 50%，不用查核個人收
入但要求設定月供貸款銀行自動轉帳，其審批
速度為40--50天。貸款期限為3，5，7，10年可供
您選擇。貸款最高上限是200萬美金。
3）2013年以來，美國與加州的房地產市場非常
火爆，房價正在上升，買家蜂擁而至。賣家和貸
款公司對買房人的貸款申請審查嚴格，外國買
家的貸款申請難度更大。因為外國人貸款的審
批期限較長，所以在選擇投資標的物時，就比較
不 容 拿 到 一 個 比 較 優 惠 的 價 錢，畢 竟 ”
CASHISKING現金為王“，如果想投資美國房地
產，還是需要準備比較充足的”現金彈藥“會比
較好。

需要知道，以上銀行的流程和要求有時會
有變動，準備貸款之前，請先諮詢銀行。一般來
講，需要申請貸款買房的要比一次性全現金付
款的所需材料更多，手續更複雜，一切順利的話
，成交時間大約在1～2個月。全現金購房最快7
天即可辦完所有手續，過戶成交。

15. 我的購房資金如何匯到美國？
如果你在中國或美國設有

公司，資金的匯入或轉出應該
沒有問題，如果你是以個人名
義匯款，你會受到外匯管制的

限制，無法將資金整筆一次
匯出，而需要分批匯款。這樣
你需要更多的時間，早作準
備，如果你在美國的銀行已

設有一個帳戶是最好不過的。
所以在你購房之前如果有機
會來美國考查或觀光的時候，順
便開設一個帳戶，會對你以後的
購房投資有很大幫助。如果沒有，你也
可以使用信得過的朋友的銀行帳戶。關于具體
的匯款手續，你可以諮詢當地的銀行有關你的
外匯需求。

16. 到美國買房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現金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準備好購房資金證明（國內銀行中英文版的存
款證明）
3)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

如果是現金購房，準備以上三項就可以了。
貸款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工作證明、工作收入（單位或街道開具證明，交
由公證公司翻譯）
3)自付款部份的資金證明（中英文版的銀行存款
證明）
4)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

17. 在美國養房每年需要支付哪些費用
？
房產稅:房產稅在美國各個州和地區都不同，加
州的房產稅普遍是1.25%左右。政府會對每個房
子做一個評估，然後根據評估價計算房產稅。很
多國內非專業的投資人對房產稅都有誤解，其
實按1%計算，就是你交100年房價才漲一倍；實
際上100年之後房價早已漲了至少10倍，房產
稅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計。同時在中國雖然沒有
房產稅的概念，可是只有70年產權，把房子的土
地成本分攤到70年裏，你所花的錢比美國的房
產稅可能還要高不少。
房屋保險：在美國購買房產的同時，一般都會購
買房屋保險。一棟50萬美元的房子，房屋保險大
約是300-500美元/年。在加州由于地震灾害比
較多，地震險是單獨加保的。在其它州可能也有
一些天然灾害，例如龍捲風或是水灾。如果要貸
款，銀行一定要你買保險才肯貸款給你。
物業費：如果買公寓或集合式住宅，通常會有物
管費（HOAfee），用于小區的公共開支如綠化、
剪草、衛生、游泳池、網球場、垃圾和水費。有些
高檔一點的獨立屋小區也有物管費。公寓的物
業費大約每年3000到5000美元，越是年代久遠
的公寓維護成本越高，物業費也越貴。
維護費：如殺白蚊、換屋頂（屋頂的壽命通常是
15-40年），剪草及其他維修費用。

18. 買房後，可以找人代管嗎？
如果是投資出租房產，出租給租客，一般可

以有兩種形式請人看理不打算自行使用的房屋

。一是業主可將房屋委托給專業的經紀人，經紀
人可以幫您選擇條件較好的租客，减少以後惡
房客的困擾。收費一般是全年租金的 8%；二是
交給專業的租賃公司打理，如果有法律糾紛，需
要請律師或專業公司驅逐房客，管理公司管理
費一般收費為租金的5%-8%。

19. 我聽說有人去美國買房被騙，有這
種事情發生嗎？

一般而言，美國房地產的買賣是被法律嚴
格規範的經紀人模式，尤其是有公證公司監管
資金和重要的文件，很難產生騙局。經紀人在合
同確認之後就會提供一個close律師的監管賬戶
（這個賬戶受到州房產委員會監管，賬戶資金不
能挪用，因此是很安全的），購房者只要把款打
入到監管賬戶就行了。這裏需要注意的是讓經
紀人提供監管賬戶（escrowaccount）用來匯款
（而不是直接匯到任何個人賬戶）。

20. 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需繳資本利
得稅（所得稅）嗎？

擁有住房可以為居民家庭提供一種可靠保
障方式，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有一套相對完善
的住房政策。所得稅與產權持有成本、住房貸款
利率一起構成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的重要稅收政策。在加州，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
，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也就是所得稅，聯邦政
府和州政府約共收一個 25%的所得稅。比如房
子買時是80萬美金，賣出是100萬美金，賣主賺
了20萬，這所得的20萬，要交25%（5萬美金）的
稅。20萬x25%=5萬美金。這個稅率需要“預扣”。
在成交後的20天內與預扣款項一並上交稅局。
這項代征稅務通常由履約保證中介公司（Es-
crowCompany）負責辦理。賣方如果沒有依法預
扣這筆稅款，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罰款。美國人
自己出售房產時，若符合一定條件，會有一定的
免稅額度，比如夫妻可以 50
萬美金的免稅額，單身有 25
萬美金的免稅額度。所以去
美國投資房地產
，除了替自己找
一個好的中介或
管理公司外，還
需要找個可靠的
會計師來替自己
把關稅收的申報
繳納，避免麻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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