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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開發商紛紛瞄準高需求和高利潤的項目。2015 年的新
開樓盤中，有 35%是多單元公寓，這個比例高于一年前數據，同
時也是 1973 年以來的最高值。

獨立屋在南部和西部租金漲幅高

公寓房租創 2011 年以來新高
據美國 NBC 新聞網報導，美國公寓市場調研公司 Axiometrics 的數據顯示，今年 9 月，美國的房租年增長率是 5.2%，創 2011
年以來的新高，一年前的增長率僅為 4.1%。
現在大部分可租用的公寓房源屬於高端房產，內部設施齊
全，而且集中在昂貴的都市區，目標客戶是高學歷的年輕人。
公寓房租最高的是科技產業發達的城市，比如華盛頓州西
雅圖、科羅拉多州丹佛、俄勒岡州波特蘭等。其它有些城市的房
租也高出平均值，比如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
，以及佛羅里達州的一些城市。

美國租房市場升溫，公寓和獨立屋的房租均漲。
圖為公寓房租較高的城市西雅圖
業內人士表示，年輕人的租房需求較大。房租比較網站 RentRange 的 CEO 沃裏‧夏諾弗（Wally Charnoff）認為，年輕人在生活
和經濟上還不太穩定，所以買房的意願不大，一般選擇租房。
全美住房建築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
首席經濟學家大衛‧克羅（David Crowe）表示，流動性強的年輕
人，以及年輕家庭，租房需求較高，也同時帶動了整個租房市場
的增長。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公寓租金較高

據 CNN 新聞網報導，房租比較網站 RentRange 經過統計顯示
，對于獨立屋來說，美國南部和西部的租金漲幅最多。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佛羅里達州珊瑚角-邁爾茲堡都市區
（Cape Coral-Fort Myers, FL）
，今年第三季度的租金與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了近 24%。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州沙加緬度都市區（Sacramento）
，漲幅為 18%。
獨立屋租金漲幅最多的 10 個城市中，有 7 個在佛羅里達州
和加州。RentRange 的 CEO 夏諾弗表示，就業率增加、海外買家增
多，以及年輕人口的增多，都推動了加州租房市場的發展。
另外，由于城市面積擴張，以及一些雇員搬家到距離城市較
遠的地方居住，所以市郊獨立屋的房租也在上漲。
以下是美國獨立屋房租漲幅最多的 10 個城市，括號內是今
年第三季度的漲幅。
1. 佛 羅 里 達 州 珊 瑚 角 - 邁 爾 茲 堡（Cape Coral-Fort Myers, FL）
（23.6%）
2. 加州沙加緬度都市區（Sacramento-Arden-Arcade-Roseville, CA
）
（17.6%）
3. 佛 羅 里 達 州 北 港 - 布 雷 登 頓 - 薩 拉 索（North Port-Bradenton-Sarasota, FL）
（17.2%）
4. 加 州 舊 金 山 - 奧 克 蘭 - 弗 裏 蒙 特（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CA）
（17.0%）
5. 南 卡 羅 來 納 州 查 爾 斯 頓 - 北 查 爾 斯 頓（Charleston-North
Charleston, SC）
（16.5%）
6. 加州洛杉磯-長灘-聖安娜山（Los Angeles-Long Beach-Santa
Ana, CA）
（16.3%）
7. 加州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克拉拉（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
（16.1%）
8. 科羅拉多州丹佛-奧羅拉（Denver-Aurora, CO）
（14.6%）
9. 得克薩斯州達拉斯-沃斯堡-阿靈頓（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 TX）
（14.0%）
10. 加 州 聖 地 亞 哥 - 卡 爾 斯 巴 德 - 聖 馬 科 斯（San Diego-Carlsbad-San Marcos, CA）
（13.6%）(文章來源：網路)

美國買房 10 大誤區！

680，利 率 就 升 到
4.25%，也 就 是 整
個貸款期你會多
付 3 萬 1130 元 的
利息。

的美國買房的注意事項。

4、未多打聽房貸：

1、倉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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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租房市場升溫
美國租房市場升溫
公寓獨立屋租金均漲
近期有調查顯示，美國由于工作機會增加、年輕人口增多等
因素，租房市場升溫，公寓和獨立屋的房租均隨之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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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付太多佣金：
除非經紀人是你的親友，否則他會收佣金，
甚至可能讓你以為這筆費用無商討餘地。但其
實 63%的經紀人承認，至少有一半時間佣金可
以講價。通常大家以為標準佣金是 6%，不過幾
達一半的經紀人只收 4%或更低。

你應比較全國銀行、網絡銀行、地方銀行、 8、聘用你碰到的第一個經紀人：
信用合作社等不同機構提供的房貸，不應只從
賣房子是多數人經歷的最大筆交易之一，
放貸業者或經紀人取得相關資訊，因為交易與 所以你應找你信任的人。詢問親友請他們推薦，
他們的利益有關。
與至少三名經紀人面談，在網上查詢是否有不
5、未驗屋：
良紀錄。
買房最大的後悔是當初沒有驗屋，後來發 9、未上網搜尋你的住址：
2、買下無法負擔的房子：
現房子有大問題。驗屋時你應在場，以瞭解是否
確保沒有與你地址相關的負面資料，例如
超過三成的經紀人表示，使顧客陷入財務 需要昂貴的修理，同時知道房子的基本資訊，例
舊訴訟或是資料錯誤的公共紀錄。在穀歌地圖
困境的另一錯誤，是低估購屋擁屋的費用。除了 如配電盤在何處，哪裏關水等。
查看你家，如果未顯示你做的加建或改善工程，
每月房貸，你還要考慮交割費和其他費用。確定 6、把房子定價過高：
請你的經紀人在求售網上說明。
目前屋主付多少水電費、稅金和其他費用。
這是屋主所犯最昂貴的錯誤，如果定價過 10、還沒準備好就求售房子：
3、未更新信用分數：
高，房子不會有人問津，經紀人停止帶人參觀，
還未準備好對外展示前，不要挂上
“售屋”
信用分數至少要有 740，才能申請到低利率 購屋者可能以為這棟房子有問題。好的經紀人
牌子。多達 92%的購屋者以網絡作為買房工具
的貸款。這樣的分數最近申請 30 萬元的 30 年固 會向屋主展示過去兩個月附近五棟類似房屋的
之一，而照片是關鍵。你的經紀人應安排專業攝
定利率房貸，可獲 3.75%的利率。但是分數低于 售價。
影師在每個房間和院子拍照。(文章來源：網絡)
購屋者常犯的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是同
意過高的房價。另一個相關的錯誤，則是高估自
己對房市的瞭解。應花點時間參觀多棟房子，獲
得當地房價的完整概念。如果為房子討價還價
的過程停滯不前，不要害怕放弃房子。

導讀：無論是投資還是自住，買房子對一個
人來說都是一件大事，那就需要謹慎再謹慎。要
在美國買房子的國人們，赴美買房這些一定要
注意！
移民後置業的問題很重要，否則買這個房
子會遇到很多的麻煩，各位在美國買房之前可
要先讀好這個內容哦！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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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吃的東西安全嗎？
（本文轉自僑報網）加州衛生部門 3 日發出警告， ·食 品 的 生 產 和 供 應 方 式 改 變（Changes in
建議民眾不要進食從俄勒岡至加州聖塔芭芭拉 our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沿岸捕撈的鄧傑內斯螃蟹(Dungeness Crab)和石 ·環境改變誘發食物變質（Changes in the en蟹(Rock Crab)，這些螃蟹內含高濃度的軟骨藻 vironment leading to food contamination）
酸天然毒素，食用會造成嚴重中毒或致死。
·跨州的食品安全事故增加（Rising number of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由來已久，像食物中毒 multistate outbreaks）
這樣直接可見的食品安全問題在當下有著它的 ·新的細菌、毒素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New
新特點。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and emerging germs, toxins, and antibiotic re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數據， sistance）
每年估計有 4800 萬人（1/6 的美國人）會得食源 ·新的可變質食物（New and different contam性疾病，約 128000 人住院，3000 人死亡。
inated foods, such as prepackaged raw cookie
dough, bagged spinach, and peanut butter,
為什麽會有食物中毒
這主要與美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他們吃 causing illness）
這些新趨勢不是獨立的。所謂食品的生
生食、成品很多。另外，美國人在外就餐的頻率
也大大增加。1970 年，美國人的食物開銷中只有 產和供應方式改變，主要是指的大型食品加
工和生產企業的出現。因為這些大企業的客
34%外出就餐，2008 年，這個數值增加到 49%。
美國人喜食蔬菜沙拉、水果。1996 年從圭地 戶往往是跨州乃至跨國，這樣一來，一旦發生
馬拉進口的覆盆子（raspberry）讓 20 個州近千人 事故，規模就特別大。同時這些大型企業為了
·多層次預防監控
提出營銷過程中故意誇大 13 種藥品適用範圍的
中毒，同一年蘋果汁中的 E.coli 讓 60 人中毒。 追求新的收入與高利潤率，也開發了不少新的 美國 2011 年頒布《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核心， 刑事指控，並開出了創紀錄的 23 億美元罰款，相
1997 年墨西哥草莓中的甲肝病毒讓三個州數百 易變質的即食產品。
就是強調食品安全應以預防為主。無論美國公 當於該公司年收入的 30%。
學生中毒。2003 年的冬蔥（scallion）甲肝感染， FDA 做了什麽
司還是外國公司，凡是在美國生產、加工、包裝、 ·問題食品第一時間召回
“過時”
法律
2006 年著名的袋裝菠菜 E.coli 感染事件（200 人 ·不斷改革
倉儲或者銷售人類或動物食品、藥物及其添加
問題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種補救措施，是防
鑒於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FDA 加快 劑的業主或者經營、處理食品的地點，都必須每 止問題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後一道屏障，也能減
中毒，3 人死亡）
。2008 年，零食花生中的 Salmo了食品安全立法進程，繼《2009 年消費品安全改 年一次主動到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網站上登記註 少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
nella，造成 9 人死亡。
另外，肉類裏，西方燒烤很多都不講究熟透 進法》後，又通過了幾經修改的《2009 年食品安 冊，拒絕或逃避登記者將面臨 10 年有期徒刑。
奧巴馬食品監管改革要點之一就是授予美
。2011 年 1 月，奧巴馬簽署《食品安 ·
。像牛排這樣的其實問題不大。因為整塊的肉， 全加強法案》
國藥管局強制召回權，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無
“特嚴關照”
大型企業
，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迎來一
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表面，極難進入肉內部， 全現代化法案》
在美國，從法規到執法部門都對大型企業 需要求生產廠家自願。日本的食品監管重視企
只要表面做熟了就沒問題。問題主要出在肉餡 次大變革。
實施了特別嚴格的
“關照”
。2010 年夏天，全美範 業的召回責任，報紙上經常有主動召回食品的
早在 1906 年，美國國會通過《食品藥品法》 圍內爆發的沙門氏菌病毒被歸咎於地處愛荷華 廣告。
上，比如香腸，比如做漢堡的肉餅。只要有一只
病牛病豬，病菌會隨肉餡攪拌過程混入同一批 和《肉類制品監督法》
，食品安全開始納入法制 州的兩大雞蛋廠商身上，兩家公司主動召回 5 億
在國外，廠商之所以願意主動召回，主要是
次的所有肉內部，這時如果燒烤做得沒有熟透， 化軌道運轉。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針對濫用食 枚問題雞蛋。2010 年 7 月起，美國開始對 5 萬只 出現嚴重質量問題時再補救，會被處以巨額的
就容易被感染。
品添加劑、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合成制 產蛋雞以上大型雞蛋生產商實施雞蛋安全生產 懲罰性賠償，還會面臨曠日持久的消費者集體
劑的情況，美國政府先後出臺《食品添加劑修正 相關規定。
食品安全問題有什麽新趨勢
訴訟。此外，廠商不及時召回
“問題產品”
被曝光
、
《色素添加劑修正案》
、
《聯邦殺蟲劑、殺真
一旦出現問題，知名企業將面臨重大責罰。 ，信用度將大打折扣，將給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在近 30 年，呈現了一些 案》
菌劑和滅鼠劑法》等多部法律。
2009 年，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 損失。
新趨勢，CDC 網站上總結稱：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華裔英語流利者不到半數？
中新社休斯敦 11 月 4 日電 美國
人 口 普 查 局 (U.S. Census Bureau) 本
周最新公布報告顯示，美國人在家中
說的語言非常多元化，至少有 350 種
，在大都會地區尤其顯著。290 萬民
眾在家講中文，其中英語流利者不到
半數。
根據 2009 至 2013 年《美國社區
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收集的數據，人口普查局報告指出，
美國有超過 6000 萬年齡在 5 歲以上
的人口在家不說英語。他們在家使用
的語言至少有 350 種，範圍之廣令人
驚訝，其中包括賓州人的高地德語、
烏克蘭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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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50 種北美原住民語言等。
近 3750 萬美國人在家說西班牙
語，西班牙語是除英語之外，在美國
家庭中使用最廣泛的語言。其次，約
290 萬人說中文，包括普通話、廣東
話、客家話、閩南語等。說菲律賓語、
越南語和法語的人數依次居後。
“調查表明，美國擁有廣泛的語
言多樣性。”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埃
裏克(Erik Vickstrom)說，
“了解某壹
特定區域語言的種類和講不同語言
的人口，有助於為決策者、規劃者和
研究人員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這種語言的多元化在美國大都
會地區尤其明顯。紐約市居民在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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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種語言，38%使用除英語外的第 預估美國人口社會和人口特征的唯
二語言；洛杉磯至少有 185 種語言， 壹來源，每年提供重要的經濟、社會、
使用比例是 54%；邁阿密 51%；舊金 人口普查和住宅資訊。此類資訊在幫
山為 40%；休斯敦達到 37%；芝加哥 助州政府、地方社區、警察部門、建築
29%；華盛頓 DC 是 26%。
商和零售商作出有關學校、道路、老
在家說西班牙語的人更願意學 年人中心，和其它事項與服務規劃方
習英語，他們中超過 56%的人說自己 面會起到重要作用。
英語很流利。亞裔民眾略遜壹籌：在
家說中文的居民，44.7%英語說
得“非常流利”
；140 萬越南裔
人口中，只有 40%說壹口流利
相關資訊請上
英語；在家說菲律賓語的 160
走進美國網站
萬民眾中英語好的只占 32%。
《美國社區調查》是壹項大 CheerinUS.com
型全國性問卷調查，是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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