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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美國房產是最省心的？

國人的房子大多
是獨立式建築，個性非
常鮮明。並且在美國買
房子，很少發生糾紛，
是最省心的。
美國房地產市場
糾紛少的第一個原因
是，賣房子的人一般不
能，也不敢說假話，尤
其是在對房子的宣傳
上，絕對不能用天花亂
墜的承諾或虛假信息
來迷惑顧客。打開美國
的房屋廣告，就能看到
實實在在的一幢幢房
屋的照片，這些都是二手房。在美國，
為了避免因宣傳不實而引起糾紛，一
般只有現成的房子才能在廣告上登照
片，而那些未建成房子的模型照片是
不允許出現在廣告上的。
在二手房的廣告上，一般都會寫
明房價、地理位置、房子的結構等等。
房價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房子的結構和
所處的地段。房屋的結構一般指有幾
間臥室、幾個客廳、有沒有花園、車庫，
廚房的設施是否齊全，有沒有步入式
衣櫥，是否擁有良好的景觀等等。而房
屋的地段主要是看周圍的購物和娛樂

設施是否齊全、交通是否方便以及附
近中小學校的教學質量如何等等。如
果顧客相中了房子，就會去找經紀人
看房子，經紀人會提供一份更詳細的
說明材料，其中就包括房子的各種面
積。比如總的地皮面積（包括房子本身
的占地和周圍環繞的綠地）和房屋本
身的占地面積，室內各個臥室、厨房、
客廳的面積（均以平方英呎表示）
。但
像衛生間、過道、樓梯、地下室、陽台等
附屬建築一般就不標面積了。在美國，
單棟房子論「
套」
賣，而不是按「
平方英
呎」
出售，所以一般人不會為一兩個平
方英呎較勁的。而公寓式房子，房屋廣
告標出的也都是使用面積，而不是國
內大部分地區使用的建築面積，更沒
有什麽「公攤面積」之說，所以買賣雙
方不會因為面積而產生糾紛。當然，對
於公寓樓的電梯、樓道、草坪、院內娛
樂設施等公共面積，房主是要交物業
管理費的。
買新房子情況稍有不同。一般情
况下，房地產開發商在買了地皮之後，
不是自己想蓋什麼樣就蓋成什麼樣，
而是要根據買主的要求蓋房子。所以，
美國人的房子都是個性化的。買賣雙
方先商定一個建房圖紙，臥室、客廳、
廚房、陽台、衛生間、地下室、樓梯等都

清楚地標出位置和麵積，就
連電話插座、電燈開關的位
置都要標得一清二楚，建築
商必須按圖施工。交房子時，
如果買主發現任何與圖紙有
出入的地方，建築商必須免
費修改。如果是大問題修改
不了，就要賠款、退款，甚至
全部重建。房地產經紀人石
麗榮女士舉例說，去年她有
個客戶在設計好圖紙後，又
通知開發商把客廳面積增加
4 平方英呎，不料開發商給忘
了。最後交房時，房主發現了
問題。開發商想賠款，但房主
要求退房退款，于是開發商
只好乖乖地退了錢，否則就
得上法庭。
在 美 國，房 地 產 開 發 商
不敢造假，否則會被公之於
眾，不僅要受重罰，還會信譽
掃地，從此不會再有人買他
們的房子。
華盛頓大都會地產公司的房地產
律師尹杰先生說，三年前，有一個開發
商造房子時，沒有使用他們承諾的高
檔木料，而是用了低檔木料，結果好幾
家住戶都發現房子的樓梯、地板等出

美國房地產市場糾紛少的另一個
原因是，開發商不僅負責蓋房子，還負
責裝修。美國人從未聽說過什麽「
毛坯
房」
，因為所有房子必須裝修好了才能
交付使用，不能有一點裸露。不久前，
記者的一個朋友買房子想裝抽油煙機
，但是一直沒選好牌子。於是，她想讓
開發商先把煙道的洞打好，然後等她
選好牌子後自己裝。但開發商死活不
同意，說他們交付的房子不能有任何
沒裝修到位的地方。沒辦法，朋友只好
買了抽油烟機，讓開發商給裝上了。
當然，開發商如何裝修也要聽買
主的。在房子蓋好前，開發商會為買主
提供一個基本型裝修方案，裝修費用
資，同時也有中國機構的大型投資。
就算在房款裏，不必額外付錢。基本型
公寓市場調查顯示，舊金山，西雅圖
裝修使用的是普通的地板、地毯、燈具
，洛杉磯，紐約，芝加哥和休斯頓地區呈
、油漆等等，裝修出來雖不豪華，但完
和，即將供不應求；
現了超出全美平均水平的高出租率，詳情見表。
全可以使用，相當于國內中檔裝修水
3.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是，美國公寓市場有多 平。但實際上，大部分人買房時都會選
公寓住宅的幾大優勢不容忽視：
1. 在 2015 年 2 月，美 國 全 國 有 效 出 租 率 增 長 了 元化的特點，投資者在選擇上有很大空間，不同風 擇更好一些的材料和裝修式樣。比如，
格，不同地點，不同資金結構，能够讓投資者找到適 基本型的裝修用的是地毯，有的人就
5.05%，是自 2011 年 7 月以來的最高值；
2. 公寓市場出租占有率達到了 94.7%，已經基本飽 合自己的最理想組合方式。(文章來源：網絡)
會選擇木地板，還有的人甚至選擇大
理石地板。石麗榮女士說，她的顧客中
，大部分買三四十萬美元房子的人，都
會再添 2 萬—4 萬美元用于裝修，希望
裝修的檔次更高一些。
正是因為法律的健全和對信譽的
愛護，使得美國房地產商不敢作假。因
此，對于美國老百姓來說，他們不但住
房子是享受，買房子也是享受，這倒應
了我們常說的一句話：顧客就是上帝。
（取材網路）

美國公寓房產

現了細小裂縫。于是，幾戶人家聯合把
這家公司告上法庭，結果當然是這家
房地產商傾家蕩產，「
關門大吉」
。
開發商不僅負責蓋房，還負責裝
修。

境外投資占比高達
高達 6%

導讀：從以往的數據來看，美國房產中的公寓領域
引進的國際投資逐年增加是毋庸置疑的。Axiometrics 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有高達 6%的公寓房產總
投資來自美國境外，而且這個數據還在不斷增長。
今年以來，多方數據顯示，公寓在所有美國房
產類型中吸引外資的能力在逐年增加。Axiometrics
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美範圍內高達 6%的公寓
房產總投資來自美國境外，並且這個數據還在逐年
上漲，其中，中高端多戶型住宅增長顯著，已從 2013
年的 5%到達了 2014 年前三季度的 10%。
境外投資增長主要來源：
1. 加拿大養老基金全部投資在美國房產市場中的
公寓房產市場，投資額 12.8 億美金；
2. 俄羅斯的投資者鍾情紐約邁阿密地區，來自俄羅
斯的機構投資也占有很大一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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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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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房產
房產

最容易被忽視的風險有哪些？

導讀：相對國內來講，美國房產確實有價格便宜

我們要提醒的是很多國內的投資者，並不具

容易忽視的風險三：美國房屋交易成本很高 備美國身份，他們往往簡單的以自己的名義在美

房屋交易各種費用

、租金高等優勢，但有也有很多的風險。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去海外買房成為了 ，除了需要繳納高額稅金外，各種費用也是非常 國購買房產，雖然不受任何限購政策限制，但需
許多高淨值客戶的時尚選擇，尤其是次貸危機後 高的，有的費用由買方支付，有的費用由賣方支 要特別注意的是：
美國對其非稅務居民在美國的不動產徵收
，美國的房產簡直成為了中國有錢人眼中的香餑 付，在選擇作為投資時，你的房子會需要將來賣
遺產稅，且免稅額僅 6 萬美金，稅率最高達 40%，
餑。每年中國人購買美國房產的規模迅速增長， 出獲利，因此一定不能忽視。
2010 年，中國人投資美國住宅投資額僅為 59.4 億 費用一：中介傭金。出售房產時，一般中介傭金 如果持有人一旦身故，他持有的美國房產如果需
美元，2014 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 286 億美元的 由賣方支付，而且美國的中介傭金遠高于國內， 要繼承，則將面臨高達 40%的遺產稅率，資產面
高位。
達 4-6%，而國內一般都在 1%-2%；也就是說 50 臨大幅折損。
有的投資人可能會提出，我提前將財產贈與
當然，相對國內來講，美國房產確實有價格 萬美金的房子，如果需要賣掉，得支付 12-18 萬
給子女呢？因為美國稅法規定：
“對非美國稅務居
便宜、租金高等優勢，但有也有很多的風險，常見 人民幣的中介費。
。但這種理解是只知其一
的比如有：房產稅、維修費、律師費、保險費、管理 費用二：產權保險，在美國做房產交易時，一般 民贈與不徵收贈與稅”
“非美國稅務居民贈
費、租客素質、治安、管理難度、業主責任、訴訟風 都會購買產權保險，以防止當產權出現糾紛時， 不知其二。美國稅法還規定：
險等等，這些一般都是中介公司會明確提示的。 可以買受人不受損失。其保險費率高達房屋總價 與其位于美國境內的不動產、股權等，需要繳納
。
但有一些隱藏的風險，中介則一般都不會主動提 值的 0.5%左右，也就是說 50 萬美金的房產，保險 贈與稅”
那麽如何解决呢？對于自己不是美國稅務居
示，同時投資者自己也是很容易忽視。
費可能高達 1.5 萬人民幣左右，每個州都不一樣，
容易忽視的風險一：不居住在美國的非美籍 譬如紐約可能需要 0.6%還多，而加利福尼亞則只 民，但妻子、子女或其他近親屬已經移民美國的 LLC 架構示意簡圖
同時當需要出售持有的房產時，只需要繳納
人士出租單純的房產，需要繳納 30%的個人收入 需要 0.4%多一些，在西海岸，產權保險一般都由 人士，可以采取直接贈與資金，然後以子女的名
LLC
公司的相關稅費即可
，而且可以很好的保證
義在美國購買不動產的方式。因為美國對于外國
稅。
出售方購買，而在其他州，則一般由買房人承擔。
實際控制人的隱私，規避房產持有過程中帶來的
人贈與美國人的現金資產是不徵收贈與稅的
。
而
有很多投資人是不具有美國身份的，美國稅
中國投資者往往會覺得產權保險沒必要，這
責任風險。因此對于投資美國的非美籍人士，最
法規定，對于不居住在美國的非美國人的房租收 是非常危險的想法。因為美國是一個特別容易牽 且如果子女還是用于自住的話，將來如果出售該
好還是先設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的代持架構，雖
房產時
，
還可能有
25
萬美元的資本利得稅的免稅
入征繳房租總額 30%的個人收入稅，而且這個稅 涉訴訟的國度。一個房子的產權會因為：產權偽
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精力和費用，但對于長
額
。
還不能申請基于中美兩國稅收協定的抵扣，這項 造、欺騙、欺詐、登記錯誤、侵占、錯誤簽字、前房
期安全持有資產非常有必要。
對于既沒有美國身份
，
又沒有近親屬是美國
稅收的負擔是很重的，而且大多數州還有州稅。 主違反建築規範、測量圖錯誤、律師造成的錯誤
在此筆者提示投資者，在進行海外地產投資
身份的投資者來說
，
一般有三種通用方法
：
如果想投資美國房產用于出租的話，這個風險是 及失職、前房主欠繳的地稅、產權上無效的貸款、
時，因為經濟環境的不同，一定不能直接套用國
聯名持有房產
，
當一個持有人死亡後
，
方法一
、
必須考察清楚的。
未記錄的特殊土地使用和通行權等諸多原因而
內的投資經驗，比如筆者曾經聽一位英國房產投
當然這部分稅收也可以換一種方法進行納 導致訴訟。在美國做房產交易前，一般都會請專 房產直接全部歸另一個人持有人持有。但這種方
資中介將倫敦郊區的房產類比成北京郊區的房
稅，雖然其累進稅率最高達 35%，因為可以降低 業人士進行產權調查，這在國內是不可想像的。 法終究要面臨兩個持有人都死亡後的遺產稅問
產，聲稱這個地區將迅速的發展成為城市副中心
題
。
納稅基數，一般算下來應納稅額會有所降低。但 雖然做過產權調查，絕大部分美國人人還是會購
。而實際上一個正在高速城市化過程中的國家
生前出售房產
，
因為美國稅法規定
，
對
這種方式必須聘用專業律師、稅務師進行規劃， 買產權保險，因為一旦導致訴訟，損失是非常難 方法二、
（中國）和一個成熟城市化的國家（英國）
，其大城
而美國的律師費是比較貴的。
于美國人在美國的現金存款是不徵收遺產稅的，
以控制的。
市郊區的發展速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有部分國人會選擇一些土辦法避稅或者乾
因此如果能在房產持有人去世前及時出售房產，
還有很多其他費用，如表。
同時由于我們對國外的法律、經濟環境和交
脆不報稅，但這種方式風險更大，可能面臨罰款 容易忽視的風險四：非美國稅務居民的遺產 及時將房產變成現金，則主要成本就是資本利得
易習慣等不熟悉，而中介一般為了迅速成交，往
甚至是刑事責任。
稅，只 針 對 房 子 增 值 產 生 的 資 本 利 得 徵 收
稅風險，可能導致資產大幅度折損。
往不會告知全部風險，而這些風險往往是我們無
有的投資者可能會問，如果我住在美國或者 案例：錢先生的孩子到美國上高中，錢太太陪同， 15-20%，最高不超過 28%的稅。比起整體房產的
法預見甚至于無法理解的。
有美國綠卡不就沒有這麽高了嗎？確實不錯，但 但她的綠卡還在申請中，同時她又以個人名義買 價值的近 40%的遺產稅，稅務負擔就大大降低了
因此我們在進行投資前，最好找沒有利益關
此時你作為美國的稅務居民，山姆大叔就要對你 了一套價值 80 萬美元的房產用于自住。結果到美 。同時如果繼承人繼承的是房產，將來他需要變
係的專業人士進
的全球收入進行徵稅了!
國僅三個月，錢太太因車禍意外死亡。錢先生悲 現的時候，還得再繳納資本利得稅。
行諮詢。國內目前
容易忽視的風險二：非美國稅務居民出售美 痛的同時還發現，要繼承這套房產，他們需要繳 但這個方法有兩個致命缺陷：
正在逐步發展壯
缺陷一、如果持有人意外死亡，根本不可能預見，
國房產需要繳納高達獲利部分可能高達 28%的 納近 30 萬美元的遺產稅！
大的私人銀行家
所得稅。
很多國人購買美國房產，都是用個人名義直 當然不可能提前出售房產；
正是這樣一個國
當非美國稅務居民或者外國公司出售美國 接購買，那麽如果房產持有人死亡，根據美國稅 缺陷二、就算是病危時臨時處置，處置時也得和 內 非 常 稀 缺 的 專
房產時，如果持有期間不超過一年，用累進稅率 法的屬人兼屬地原則，就必然面臨遺產稅的風險 死神賽跑，倉促出售房產，必然也會導致房產的 業群體。他們熟悉
賤賣處理。
來進行計稅，累進稅率的。如果持有超過一年，則 。
法 律、稅 務、全 球
適用長期資本利得稅，一般稅率最高不超過 15%
如果持有人是美國稅務居民身份，那麽他的 方法三、用 LLC 公司持有房產，同時還必須在 資產配置、產權梳
，但特殊情况下可能高達 25%甚至于 28%，比如 全部遺產有至少 500 萬美元的免稅額，只有超過 與美國有稅收協定的離岸地設置一家離岸公司， 理、資產保全及傳
50 萬美金購買的房產，以 70 萬美金出售，獲利 20 的部分需要繳納最高達 40%的遺產稅。如果是夫 再持有 LLC 公司的股權。當實際控制人去世後， 承，是屬於站在客
萬，需要繳納所得稅 5 萬美金；而且根據《外國人 妻，則兩個人至少有超過千萬美元的免稅額，相 可以直接在離岸地辦理股權轉讓，而美國稅法對 戶 角 度 並 給 與 客
房地產投資稅收法 FIRPTA》
，為防止外國人或外 當于人民幣六千萬以上，因此絕大部分家庭都不 于非美國稅務居民持有的非美國公司股權當然 戶 專 業 諮 詢 和 管
國公司出售房產後徵稅難度大，將徵收相當于房 會面臨遺產稅問題。當然對于部分移民美國的富 不徵收遺產稅。但如果要貸款購買房產，則結構 理 服 務 的 專 家。(
產交易價格 10%的預收稅，也就是 7 萬美金，完成 豪，遺產稅的規劃就是一個很系統的工程，我們 需要更複雜一些。
文章來源：網絡)
交易後，再進行抵扣。
在這裏暫時不做探討。

實際控制人
離岸公司

美國 LLC 公司
美國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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