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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体育记者 雷震 报道】时间过得真
快，转眼间，2016年行将结束。忆往昔岁月，
论体坛十大新闻，总结过去的一年，其中不乏
经典和奇迹。

 

一、奥运会
2016是奥运年，奥运会自然是头等大

事。8月中旬的两个多礼拜，第31届夏季奥运
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巴西人克服了赛
前的一系列了困难，举办了一届非凡的奥运
会。俄罗斯代表团因禁药风波受到制裁，美国
队高居金牌榜首位，英国紧随其后，中国获得
26金18银26铜位列第三。

 

二、飞鱼退役
31岁的美国泳坛名将菲尔普斯堪称传奇，

他在里约再次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实力，共获
得五枚金牌。他四次参加奥运会共获得28枚奖
牌，其中23枚是金牌，毫无疑问是奥运历史金
牌榜榜主。他在里约奥运会后再度宣布退役，
完美谢幕。

 

三、拳王阿里去世
6月3日，美国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凤凰

城病逝，享年74岁。阿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拳
击手之一，18岁就获得了奥运会轻量级金牌。
职业赛场上他也所向披靡，共获得了22次重量
级拳王头衔。晚年的阿里饱受帕金森病的摧

残，但他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颤巍但坚
定点燃火炬的形象（右图），成为经典。

 

四、禁药再起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的一份报告在

世界体坛掀起轩然大波，这份报告揭露了俄
罗斯体坛大规模服用兴奋剂事件，险些导致
整个俄罗斯无缘里约奥运会。奥运结束后不
久，俄罗斯黑客就报复性地在网上分批公布
了WADA的多份机密医疗档案，显示包括美
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运动员在得到豁免后服
用禁药，这其中包括美国网球名将威廉姆斯姐
妹等人，WADA的双重标准引发争议。

 

五、勇士无敌
NBA金州勇士队在2015-2016赛季的常规

赛中豪取73胜，打破了芝加哥公牛队72胜10负
的纪录。另外，勇士还创造了开季最长的24场
连胜纪录，球星库里还创造了个人单赛季402
个三分球的纪录。

 

六、科比退役
对于中国的NBA球迷来说，科比·布莱

恩特是乔丹之后又一位最伟大的巨星，4月13
日，他在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中砍下60分，
以此高分作别，结束了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
他总共为洛杉矶湖人队赢得五个总冠军。

 

盘点2016年十大体育事件

（图源：NFL中文官网）

理财投资——投资房产本票（下）

（图片摘自网络）

（上接2016年12月9日第11版）

让我再从一位专门教买卖投资房产
本票的网站Donna Bauer - the Original 
NoteBuyer® LLC, www.notebuyer.com/
videos.html，用它的例子来做更详细的说
明。Sam想把他已付清的房子用$600K卖
掉。卖了几个月因为几位买方的贷款都没
有批下来，一直没有脱手，很伤脑筋。后
来决定自己来卖，提供卖方融资（Seller 
Financing）来吸引买主。由于是分期付款
卖房子，也可以省下不少的税钱。Bill看
到了广告，有兴趣买Sam的房子。双方谈
好，Bill可以付$150K当头期款，剩下的
$450K用10%利息每个月$4000来还十年买
断。也经由专业的房地产权公司建了房
产本票（Note）及抵押（Mortgage）。对
Sam来说，他把房子卖了，每个月有固定
$4000的收入，也不用缴如果一次卖清的
重税。Bill买了栋漂亮的房子，十年内不
用伤脑筋和银行周旋来借钱，10%每年付
的利息还可抵税，所以双方都很高兴。两
年后，Sam拿到了$96K，而房产本票还有
$443K左右Bill需要付清。Sam要和朋友做
一笔投资需要大约$375K，正愁要如何凑

钱，Donna the note buyer正好寄了封信
给Sam，介绍她可以提供现金来买他拥有
的房产本票。两个人谈了谈，Donna可
以用$375K现金买这个值$443K的房产本
票。Sam算了算，他从Bill拿到了$150K的
头期款，这两年也收了$96K的Bill每月付
款，加上Donna可以立刻给他$375K现金
来做投资，一共拿了$621K。除了有了现
金可以投资赚钱之外，不会面对如果Bill
不付款还要上法庭打官司把房子收回来的
麻烦，也省了不少税及买卖房产的费用
（在印州7%要拿来付给负责上市及带买
主的房产经纪人），当然很高兴把房产本
票卖给了Donna。这之后，Bill就把每个
月$4000寄给Donna，这相当于有13.25%
一年的投资报酬率。Donna不是房主，
不需缴税，负责任何维修房子的费用，
只要每个月收钱，轻轻松松当银行，做
被动投资。如果Bill也把房子很快卖了，
还清这个房产本票，Donna则马上赚了
$443K-$375K= $68K。Donna 是买卖房
产本票的专业，很快找到了Irene要买房
产本票来长期投资，投资报酬率至少要
11.5%。所以Donna就把这个从Sam买来的
房产本票，卖了$410K给Irene，这一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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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象 时长 费用

钢琴 4-17岁、成人
30 分钟 $ 30

60 分钟 $ 60

小提琴
大提琴

4-17岁、成人 30 分钟 $ 30

60 分钟 $ 60

二胡、古筝 7岁－成年 60 分钟 $ 70

声乐、表演 7岁－成年 60 分钟 $ 70

七、骑士抢冠
上赛季的NBA总决赛，笑到最后的不是

卫冕冠军金州勇士，而是詹姆斯领衔的克利夫
兰骑士。骑士在总比分1：3落后情况下上演大
逆转，史上首次捧起总冠军奖杯。詹姆斯回归
克利夫兰第二个赛季就帮助骑士夺冠，当选总
决赛MVP实至名归。

 

八、小熊破魔咒
美国职棒历史上，芝加哥小熊队是支悲情

球队，但他们在2016年打了一场翻身仗。他们
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在“世界大赛”中一
路战至第七场决战，决战中又打到延长赛第10
局，最终以8：7击败印第安人队，暌违108年
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美国职棒大联盟历史上最
长时间没有赢得世界大赛冠军的纪录，就此被
终结。

 

九、莱斯特城奇迹
如果说芝加哥小熊创造奇迹，在大西洋彼

岸，名不见经传的莱斯特城队在英超也创造历
史。这支一年前还在保级区挣扎的球队，却在
一年后成为了英超冠军。赛季开始前，博彩公
司为他们开出了1赔5000的夺冠赔率。结果却
是令人大跌眼镜，他们在主帅拉涅利的率领下
23胜12平3负，积81分夺冠。莱斯特城也成为
第六支夺得英超冠军的球队。

 
 

十、葡萄牙终夺欧洲杯
除了奥运之外，2016年另一重大赛事就

是在法国举行的欧洲杯。最终，葡萄牙队在
超级巨星C罗纳尔多的带领下，历史上首次夺
得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小组赛中一路跌
跌撞撞，三场平局过后才以小组第三的成绩
惊险出线。之后，他们越战越勇连过三关，
决赛中面对东道主法国队以1：0小胜，首次
捧起冠军杯。 

就赚了$35K。Donna也可以用地产权公司同
时将两个转手的房产本票过户（Simultaneous 
Closing），用Irene汇进代管户头的$410K付
$375K给Sam，自己则拿$35K，完全不用花自
己的钱。（假设所有的转手费用都由Sam 和 
Irene来出）

这中间有不少的过程，做专业买卖房
产本票的，都要了解很透澈。但做为一位投
资房产本票的被动投资人，却是比自己当房
东、修房产、买卖房子容易多了，利润也不
错。买到的房产本票可分为两种：Performing  
vs. Non-performing Notes。上面这个例子就
是Performing的房产本票。有人每个月按时付
款，房子也有人照顾得好好的。另一类Non-
performing的房产本票，就要有不少的步骤来
把它转成Performing或是接手真正的房子，
变成房东或买卖房产来投资赚钱。由于步骤
复杂，就请有兴趣了解的读者自行看看另一
段Donna 网站的短片：www.notebuyer.com/
videos.html

如果您有兴趣用您的自管退休金或其他
闲钱来投资房产本票，欢迎和我们联系。我
们会找到您愿意买的金额及想要的投资报酬
率的房产本票，也帮您分析如何用买到的房
产本票来赚钱的可能方案。如果因为屋主不

付钱，必需要收回房子，我们有专业的房地产律师
可以介绍给您，及帮您处理不想要的收回房产。

联系方式：电话：317-863-9188
Email：wegroupllc@gmail.com
网站：wegroupforsuccess.com


