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 網址: http://www.bostonchinesenews.com
● Email地址: info@bostonchinesenews.com

Boston Chinese News 1105 Mass Ave. (Harvard Square), #3E, Cambridge, MA 02138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走進美國I/房地產專日/151026B繁 房地產現況

中產階級海外購房中產階級海外購房

導讀：高淨值人群通常希望投資美國的豪宅以彰顯自己的身份，
而中產階級則是因為在國內缺乏投資渠道。中國不斷走向國際
化，而美國這樣深具性價比的國家成他們的選擇。

近兩年來，海外購房已經形成一種潮流，幾乎每個周末，在
上海和北京的五星級酒店都會有海外置業專場展會，從其中絡
繹不絕的人流可以看出，中國人真的認可海外了。

而中國人投資海外房產的目的基本上集中在移民、留學以
及純投資，並且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習慣國外的生活，他們如果不
移民，根本不住在國內，因此投資才是主要需求。在投資國家上，
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是傳統的海外投資國家，政治經濟穩定，
房價溫和上漲被國內很多買家喜歡。

而美國素來就是中國人認可的老牌投資國家，近年來中國
人正以“漂移”的速度狂奔向美國。

中產階層美國購房夢
小編多方考察獲悉，相比于之前

中國買家都是高淨值人群，越來越多
中產階層參與到了美國房產投資。高
淨值人群通常希望投資美國的豪宅以
彰顯自己的身份，而中產階級則是因
為在國內缺乏投資渠道。中國不斷走
向國際化，而美國這樣深具性價比的
國家成他們的選擇。

美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投資
者在住宅型美國房產上的投資僅2014
年就達到220億美元；這些投資有來自
中國投資者的個人住宅購買和以移民
為目的的房產類投資，同時也有中國
機構的大型投資。

與此同時，國內目前信托門檻較
高，P2P和股市風險很大，雖然一綫城
市房價穩定但是購房成本和限購影響
不動產投資並不是很好選擇，而實體
經濟下行也導致很多投資的回報越來

越低也是推動國
人不斷向美國進
發的有力推手。

投資為了下
一代

中國人多，
競爭壓力自然成倍上漲，不少家長抱著國內壓力太大，不希望小
孩未來再這樣的競爭中吃苦的想法移民美國，並且為了在美國
有一個家，中國人還是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自然就會在美國
買房置業。

最近幾年興起的“赴美生子潮”目前已經成為美國買房的新
生力量，這類購房者是以移民以及孩子教育為主要目的，以自住
為主，同時為了孩子教育，靠近學校的“教育房”更容易受到追捧
。的確，國內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是催生不少父母赴美投資買房
的一大原因，通過投資買房，讓小孩赴國外留學，接受更好的教
育。

看上美國房產哪一點？
最吸引中國投資者的還是房屋的永久產權。“很多中國人有

土地意識，很多朋友去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買房都是因為這裏
面的海外永久產權，這樣自己的子子孫孫都可以享受到曾經自
己置業的福利，這樣的體驗也很重要。”。

此外，由于美國貸款程序較為簡便、利率低，且大多數房產
首付僅需3成，加之比較穩定的租金收入，這些因素也潜移默化
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買家。(文章來源：網絡)

看上了美國房產哪一點看上了美國房產哪一點？？

並非所有美國房子的價格都在上漲。
據財經網站“市場觀察”（MarketWatch）報

道，房地產公司Zillow的報告顯示，8月，近30%
的房價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低于2009年1月
65%的高點下降，但與正常房地產市場的20%還

有差距。
Zillow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家 古 德 爾（Sven-

jaGudell）表示，並非所有地區的房地產市場都經
歷了相同的復蘇，一些大都市地區在過去一年
中價格下降的住房比例較高，其他地區則相對
較少。總體來說，房價中值同比上漲了3.3%，達
到180,800元，但僅為去年8月上漲比例的半數。

Zillow的這一報告與近期其他房市的報告
一致，報告認為，在今年餘下的這幾個月裏，房
市將不會很活躍。房地產網站Trulia此前也報告
稱，上市房屋出售有所放緩，儘管仍有舊金山灣
區、西雅圖和丹佛等這樣的熱點市場。Trulia的
首席經濟學家赫普（SelmaHepp）表示，總體而言
，在過去一年中，許多城市的潜在購房者的購房
能力受到衝擊。

Zillow報告中提及了35個大都會區房地產
市場，其中馬裏蘭州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以及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8月40%以上房價與去年同
期相比貶值。在巴爾的摩，房價貶值的比例高達
48%。另一方面，科羅拉多州丹佛、得克薩斯州達
拉斯-沃斯堡、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和聖何塞、
華盛頓州西雅圖和俄勒岡州波特蘭僅有不到
10%的住房在過去一年中貶值，其中丹佛仍是最
熱門的大型房地產市場，貶值住房只有1.5%。

不過，貶值幅度取决于城市和地區。在丹佛
地區，郵政編碼為80017的奧羅拉市貶值的住房
不到1%，而郵政編碼為80827的喬治湖社區則
高達23%。在巴爾的摩都會區，48%住房貶值，但
在其東北部的郵編為21040的埃奇伍德市，只有
25%房價下降，而郵政編碼為21623的奇山社區
則高達74%。

報告還涉及到35個都會區的516個大城市
和小社區。有些地區仍有大量的房屋庫存，這些
住宅都是在2008年房市崩盤前所建，由于遠離

市中心，所以很難吸引到買家。但在其他市場，
如海灣地區，則仍然維持著高需求和低庫存的
狀態。在全國範圍內，房價仍比2007年4月高峰
期的196,400元低近8%。在過去六個月中，房屋
價值按年升值不到4%。

房價上漲為那些在經濟危機之前購得住房
的人帶來了財富，但住房市場還未完全恢復到
正常水平。例如，儘管溺水屋數量在過去三年中
已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根據抵押貸款數據公司
CoreLogic的最新數字，9%的住房按揭貸款仍低
于其抵押貸款。與此同時，新房銷售已達到7年
來的最高水平。(取材CheerinUS.com)

美國三分之一的房子在貶值美國三分之一的房子在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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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剛剛畢業找地方居住的大學
生才體會到美國各大城市的房租漲勢
前所未有。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房地
產網站 Zillow 8 月的報告顯示，2015
年第二季度，美國大都會地區的房租
占收入的比例達到歷史更高水平。同

時，第三季度的形式也不容樂觀，讓租
房者“負擔不起”。

租賃信息網站RentRange最近發
布了美國獨立屋租金漲幅最大的城市
。數據顯示，南部和西部城市租金增幅
最大，其中加州和佛羅裏達州的租賃
市場最為火爆，不過，這些數據也有令

人意外的地方。

租賃市場最火的9個大都市
：

1. 珊 瑚 角 - 邁 爾 斯 堡
（Cape Coral-Fort Myers）
，佛州
第三季度漲幅23.6%

經濟復蘇推動佛羅裏達
州人口增長，進而給住房市
場帶來了壓力。邁爾斯堡新
聞報道稱，獨立屋平均租金
約1,54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
漲幅高達近300元。

2. 薩克拉門托-亞登-亞
凱德-羅斯維爾（Sacra-
mento-Arden-Ar-
cade-Roseville），加州
第三季度漲幅17.6%

就業市場的强勁和職位
空缺的下降，越來越多的人
在這一地區租房。MPF Re-
search公司的數據顯示，對于
新租戶，薩克拉門托今年第
三季度租金上漲9.9％。

3. 北港-布雷登頓-薩拉
索（North Port-Braden-
ton-Sarasota），佛州
第三季度漲幅：17.2%

這是佛州另一個受益于
經濟復蘇的大都市。新的區
域報告顯示，這一地區平均
月租金超過1,800元，與去年

同期相比增長16.2％。

4. 舊金山-奧克蘭-弗裏蒙特
（San Francisco-Oakland-Fre-
mont），加州
第三季度漲幅：17%

灣區房價之高已臭名昭著，科技
熱潮給這裏帶來巨大資金和人潮，從
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住房危機和租房
市場。

Zumper.com的數據顯示，舊金山
目前的房租全國最高，一臥室的公寓
7月平均租金高達3,500元。

據紐約時報報道，奧克蘭平均租
金比去年同期上漲 20%，有人寧願花
600元租住集裝箱改造的住房。

另外，被收回的租房數量也在上
升，舊金山紀事報的數據顯示，從2014
年 3 月到 2015 年 2 月總計有 2,100 的
租房被收回。

5. 查 爾 斯 頓 - 北 查 爾 斯 頓
（Charleston-North Charleston），
南卡羅來納州
第三季度漲幅：16.5%

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包括奔馳和
波音公司宣布計劃在這一地區建立或
擴大現有工廠，導致該地區的租賃市
場升溫、保障房稀缺的現狀。50%家庭
在住房上的花費已占他們收入的一半
。

6. 洛杉磯-長灘-聖安娜山（Los
Angeles-Long Beach-Santa Ana
），加州
第三季度漲幅16.3%

加州住房擁有率全國第二低。根
據人口普查數據，僅在洛杉磯縣，去年
租房者占了近55%。

7. 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塔克拉拉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加州

第 三 季 度
漲幅16.1%

矽 谷
蓬 勃 發 展
的 高 科 技
經 濟 持 續
走 强 意 味
著住房，特
別 是 廉 租
房 在 該 地
區 過 于 匱
乏。

聖何塞水星報指出，這一地區房
屋空置率約為全國平均值的一半，一
些房東會要求租戶證明他們的收入達
到租金的 3 倍。這意味著要租每月 3,
400元的住房，年收入最低要達到122,
400元。

8. 丹 佛 - 奧 羅 拉（Den-
ver-Aurora），科羅拉多州
第三季度漲幅14.6%

隨著大麻在該州的合法
化，丹佛都會區已成為美國最
熱的房地產市場之一。不過，
當地四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
僅為62,250元，過高的房價在
該地區引發了住房危機。

去年，丹佛郵報引述Zil-
low 的數據稱，在這一地區租
住中等價位的住房時薪需達
到35元，這是科羅拉多州最低
工資標準的 4.5 倍，比四口之
家平均年收入高出萬元。

9. 達拉斯-沃斯堡-阿靈頓
（Dallas-Fort Worth-Ar-
lington），德州
第三季度漲幅14%

儘管全球石油價格出現
下降，但能源板塊在北德州仍
然堅挺。同時，隨著越來越多

的醫療、金融和科技企業入駐，帶來了
更多的職場人員。

達拉斯晨報上月指出，今年第三
季度，該地區公寓成本上漲了近 7%，
增長率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

與此同時，儘管住房建設持續繁
榮，但這一地區出租空置率小于5%。(
取材走進美國)

房租上漲最猛房租上漲最猛美國美國99個城市個城市

珊瑚角珊瑚角--邁爾斯堡邁爾斯堡（（Cape Coral-FortCape Coral-Fort
MyersMyers），），佛州佛州

薩克拉門托薩克拉門托--亞登亞登--亞凱德亞凱德--羅斯維爾羅斯維爾
（（Sacramento-Arden-Arcade-RosevilleSacramento-Arden-Arcade-Roseville）），，加州加州

北港北港--布雷登頓布雷登頓--薩拉索薩拉索（（NorthNorth
Port-Bradenton-SarasotaPort-Bradenton-Sarasota），），佛州佛州

舊金山舊金山--奧克蘭奧克蘭--弗裏蒙特弗裏蒙特（（San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Francisco-Oakland-Fremont），），加州加州

查爾斯頓查爾斯頓--北查爾斯頓北查爾斯頓（（Charleston-NorthCharleston-North
CharlestonCharleston））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

洛杉磯洛杉磯--長灘長灘--聖安娜山聖安娜山（（LosLos
Angeles-Long Beach-Santa AnaAngeles-Long Beach-Santa Ana），），加州加州

達拉斯達拉斯--沃斯堡沃斯堡--阿靈頓阿靈頓（（Dallas-Fort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Worth-Arlington），），德州德州

丹佛丹佛--奧羅拉奧羅拉（（Denver-AuroraDenver-Aurora），），
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州

聖荷西聖荷西--桑尼維爾桑尼維爾--聖塔克拉拉聖塔克拉拉（（San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Jose-Sunnyvale-Santa Clara），），加州加州

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 Friday November 20,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